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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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時和經銷商聯繫。 

聲明 

 

注意： 
本產品的預設密碼僅供首次登錄使用，為保證安全，強烈建

議您將密碼設置為強式密碼。 
• 強式密碼：長度大於等於 8 位元，且包含大寫字母、小寫

字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 3 種或以上； 
• 中密碼：長度大於等於 8 位元，且包含大寫字母、小寫字

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的 2 種； 
• 弱密碼：長度小於 8 位元，或者只包含大寫字母、小寫字

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的 1 種。 

 

• 本手冊中的產品外觀圖僅供參考，請以實物為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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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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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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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須知 

負責安裝和日常維護本設備的人員必須具備安全操作基

本技能。在操作本設備前，請務必認真閱讀和執行產品

手冊規定的安全規範。 

• 此為 A 級產品，在生活環境中，該產品可能會造成

無線電干擾。在這種情況下，可能需要使用者對其

干擾採取切實可行的措施。 

• 請確保設備安裝平穩可靠，周圍通風良好，設備在

工作時必須確保通風口的暢通。 

• 使設備工作在允許的溫度及濕度範圍內，避免置於

潮濕，多塵，極熱，極冷，強電磁輻射、震動等場

所。 

• 請確保環境電壓穩定並符合設備供電要求，設備僅

可在額定輸入輸出範圍內使用，滿足防雷要求，並

良好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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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保護電源軟線免受踩踏或擠壓，特別是在插頭、

電源插座和從裝置引出的接點處。 

• 安裝完成後請檢查正確性，以免通電時由於連接錯

誤造成人體傷害和設備部件損壞！ 

• 請勿自行拆開設備主機殼蓋上的防拆封條。若您要

拆封，請先與本公司當地代理商聯繫；否則，若擅

自操作導致設備無法維護，本公司將不承擔由此引

起的所有後果，感謝您的配合！ 

• 異常斷電會造成設備硬碟損壞或功能異常，若需對

設備關機，請嚴格按手冊說明進行操作。若設備在

頻繁斷電的環境中使用，請配備 UPS。 

本書約定 

圖形介面格式約定 

格式 意義 
<> 帶尖括弧<>表示按鈕名，如：按一下<確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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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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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標誌 

本書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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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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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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本地操作 

1 操作必讀 

• 下文中貼圖僅為示意（不同型號設備可能會有差

異），使用時請以實際顯示為准。 

• 本地介面中呈灰色顯示的參數不可修改，具體參數

值請參見介面資訊，下文將不區分說明。 

1.1  用戶登錄 

 
注意： 
• 首次登錄本地介面時，請使用預設的用戶名 admin 和密碼

123456。 
• 為保證安全，強烈建議您將預設密碼設置為強式密碼，包

含大寫字母、小寫字母、數位和特殊字元四者中 3 種或以

上，且長度不小於 8 位。 

 
(1) 進入預覽畫面，按一下右鍵，選擇[主功能表]將顯

示使用者登錄對話方塊。 
(2) 在登錄對話方塊中選擇登錄用戶，並輸入正確的密

碼，按一下<登錄>即可登錄設備。 

1.2  本地介面操作方法 
您可以參見“2 初始配置”對本地介面進行簡單快速配

置，使設備進入正常的工作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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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如果沒有特別說明，本手冊對設備的配置、操作均預設使用滑

鼠，滑鼠操作說明請參見“1.2.1  滑鼠操作方法”。 

 

1.2.1  滑鼠操作方法 
本手冊以右手使用滑鼠習慣為例。 
表1-1 滑鼠操作 
名稱 動作 描述 

左鍵 

按一下 
• 操作項選擇、確認 
• 在編輯方塊中，可選擇數位、中文、符

號、英文大小寫進行編輯 

按兩下 預覽狀態下，單畫面和多畫面顯示切換 

按住拖

動 
畫出或移動矩形框，例如設置遮蓋區域 

右鍵 按一下 

• 彈出右鍵菜單 
• 退出數位放大狀態 
• 當前介面有<取消>或<退出>時，按一下

右鍵還能夠退出該介面 

滾輪 
上滾 

對於上下選擇框，向上滾動選項；對於捲

軸，向上滾動介面 

下滾 
對於上下選擇框，向下滾動選項；對於捲

軸，向下滾動介面 

 

1.2.2  前面板按鍵功能 
不同設備的前面板按鍵會有差異，請以實際顯示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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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前面板按鍵 1 
項目 用途及說明 

 
進入主功能表介面 

 
切換菜單的子頁簽；切換輸入法 

 
協助工具鍵 

 
退出當前介面 

 

方向鍵：切換窗格；切換菜單；雲台控

制台隱藏時控制雲台轉動的上下左右方

向 
• 左/右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下，表

示後退 30 秒/前進 30 秒 
• 上/下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下，表

示倍速前進/倍速後退 

 
確認操作；在重播狀態下，表示啟動播

放/暫停播放 

 
登錄狀態下，長按【開關】鍵3秒及以上

提示是否關機，確認後關機 

 
表1-3 前面板按鍵 2 

項目 用途及說明 

 
登錄狀態下，長按【開關】鍵3秒及以上提

示是否關機，確認後關機 

 
輸入數位1；調出主菜單 

 
輸入數位2；輸入字母ABC；啟動即時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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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途及說明 

 
輸入數位3；輸入字母DEF；啟動手動錄影 

 
輸入數位4；輸入字母GHI；進入雲台控制介

面 

 
輸入數位5；輸入字母JKL；切換預覽或重播

畫面分屏數 

 
輸入數位6；輸入字母MNO；一鍵布撤防 

 
輸入數位7；輸入字母PQRS；抓拍 

 
輸入數位8；輸入字母TUV 

 
輸入數位9；輸入字母WXYZ 

 
輸入數位0；輸入空格 

 
刪除 

 
切換輸入法 

 
協助工具鍵 

 
退出當前介面 

 
切換菜單的子頁簽 

 

• 方向鍵：切換菜單；切換窗格；雲台控制

台隱藏時控制雲台轉動的上下左右方向 
 左/右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下，表

示後退 30 秒/前進 30 秒 
 上/下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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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用途及說明 
示倍速前進/倍速後退 

• ok 鍵：確認操作；在重播狀態下，表示

啟動播放/暫停播放 

 
表1-4 前面板按鍵 3 

 
序號 名稱 用途及說明 

1 

1 輸入數位1 

2/ABC 輸入數位2；輸入字母ABC 

3/DEF 輸入數位3；輸入字母DEF 

4/GHI 輸入數位4；輸入字母GHI 

5/JKL 輸入數位5；輸入字母JKL 

6/MNO 輸入數位6；輸入字母MNO 

7/PQRS 輸入數位7；輸入字母PQRS 

8/TUV 輸入數位8；輸入字母TUV 

9/WXYZ 輸入數位9；輸入字母WXYZ 

0/  輸入數位0；輸入空格 

2 

主菜單 進入主功能表介面 

右鍵 調出右鍵菜單 

退出 退出當前介面 

手動錄影/
光圈+ 手動錄影；雲台控制狀態下增大光圈 

重播/焦距+ 重播；雲台控制狀態下增大焦距 

雲台/變倍+ 雲台；雲台控制狀態下增大變倍 

多畫面/光 多畫面；雲台控制狀態下減小光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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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名稱 用途及說明 
圈- 

輪巡/焦距- 輪巡；雲台控制狀態下減小焦距 

主輔口/變
倍- 主輔口；雲台控制狀態下減小變倍 

刪除 刪除 

F1 協助工具鍵 

F2 切換菜單的子頁簽 

3 
方向鍵&ok
鍵 

• 方向鍵：切換菜單；切換窗格；

雲台控制台隱藏時控制雲台轉動

的上下左右方向 
 左/右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

下，表示後退 30 秒/前進 30 秒 
 上/下鍵：在重播介面全屏模式

下，表示倍速前進/倍速後退 
• ok 鍵：確認操作；在重播狀態

下，表示啟動播放/暫停播放 

4 飛梭鍵 預覽介面切換窗格；主功能表介面切

換功能表 

5 開關鍵 登錄狀態下，長按【開關】鍵 3 秒及

以上提示是否關機，確認後關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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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初始配置 

2.1  開機準備 

• 請 確 保 至 少 有 一 台 顯 示 器 與 設 備 後 面 板 的

VGA/HDMI 介面正常連接，否則將無法看到本地介

面； 

• 請確認已正確安裝硬碟，硬碟的詳細安裝步驟請參

見相應快速入門。 

2.2  開機嚮導 
您可根據開機嚮導進行簡單配置，使設備正常工作。 

 
說明： 
• 不同情況下的開機嚮導可能不同，請以實際為准。1、2 盤

位元設備請參考嚮導 1；其他設備請參考嚮導 2。 
• 下文描述的均是非 RAID 款設備首次開機的嚮導介面。 

 

2.2.1  嚮導 1 
操作步驟如下： 
(1) 開機後進入到登入頁面，預設帳號密碼為

admin/12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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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後系統將詢問是否修改預設密碼，使用者可依

自身需求去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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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開機導覽程序，並點選下一步繼續流程 

 

• 設定您的時區、時間日期格式與系統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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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主機網路設定 

 

• 進行設備添加，完成後即可登入主機進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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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以上兩種情況是基於搜索到的攝像機不超 NVR 的最大接入能

力。如果 NVR 搜索到的設備數大於設備的最大接入能力，您

需要手動添加攝像機。 

 

3 預覽 

3.1  預覽介面狀態 
預覽畫面中，各個通道的錄影、報警等狀態可以通過對

應預覽窗格上方的標識顯示。 
表3-1 預覽圖示說明 

圖示 描述 圖示 描述 

 

遮擋報警 
 

錄影 

 

運動檢測報

警  
語音對講 

 

播放聲音   

 
設備使用過程中可能出現如下幾種窗格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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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窗格狀態說明 

編號 描述 
1 對應窗格添加的IP設備上線並顯示圖像 

2 
對應窗格添加的IP設備上線，但由於NVR設備解

碼能力不足，無法顯示圖像 

3 使用者無許可權查看對應窗格圖像 

4 對應窗格添加的IP設備未上線 

5 對應窗格沒有添加IP設備 

 

3.2  窗格工具列 
在預覽狀態下按一下窗格，即顯示工具列。 
表3-3 窗格工具列按鈕說明 

圖示 按鈕名稱 描述 

 雲台控制 
在雲台攝像機的預覽狀態下，按一

下可進入雲台控制介面 

 魚眼模式 設置魚眼安裝模式及顯示模式(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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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按鈕名稱 描述 
魚眼設備通道顯示) 

 本地錄影 
對當前窗格播放的實況錄影到硬

碟，開始錄影後該圖示變成 ，按

一下則停止本地錄影 

 即時重播 
對攝像機當前時間點之前5分半鐘內

的錄影進行重播 

 數位放大 
對當前窗格播放的圖像按一定比例

進行局部放大 

 圖像配置 

按一下進入圖像配置介面，可對當

前窗格播放的圖像進行模式選擇和

參數配置。您也可以選擇[主功能表>
通道配置>圖像參數]，進行類似配置 

 
OSD OSD配置快速鍵，預覽介面快速配

置通道OSD資訊 

 抓圖 

按一下即完成抓圖，窗格會出現白

色閃爍。進入[主功能表>備份>圖片

備份]，可查詢抓圖結果並進行備份

操作 

 
通道資訊 

滑鼠移至按鈕，即可查看對應窗格

的碼率實況資訊；按一下按鈕，進

入修改IP通道介面通道資訊介面 

 語音對講 

可實現NVR與前端IPC的對講功能，

按一下 則停止對講，可調節音量

大小 
注意： 
語音對講必須連接獨立的音訊輸入

輸出介面（AUDIO IN/OUT） 

 取消靜音 
打開當前窗格所播放內容的聲音，

按一下 則關閉聲音，可調節音量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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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按鈕名稱 描述 
注意： 
當開啟某個窗格的聲音時，將會自動關閉

前一個窗格的聲音 

 
攝像機修

改 
按一下進入修改IP通道介面，替換

該通道接入的IP設備 

 
退出工具

列 
退出當前窗格的工具列 

 

3.3  底部工具列 
表3-4 底部工具列按鈕說明 

圖示 描述 

 

按一下進入主菜單 

/ / /

 

按一下選擇1/4/9/16畫面 

 /  按一下選擇上一屏/下一屏 

 /  按一下則啟動/停止輪巡 

 

按一下進入重播介面 

 

選擇清單中的U盤，彈出USB設備介

面，內含U盤功能的快捷入口，按一

下進入對應介面 
說明： 
• 僅插入 U 盤的設備支援該功能 

• 設備重啟或者預覽介面插入 U 盤，系統

支援自動彈出 USB 設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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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示 描述 

 

按一下顯示通道狀態和編碼參數（幀

率、碼率、解析度等） 

 

按一下顯示裝置報警狀態和通道報警

狀態 

 

滑鼠移至按鈕，顯示網卡資訊；按一

下按鈕，進入網路基本配置介面 

 

滑鼠移至按鈕，顯示時間資訊；按一

下按鈕，進入時間配置介面 

 

按一下進入雲服務介面，您可以通過

掃描二維碼下載APP，掌上管控NVR
設備 
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雲服務功能 

 

按一下則隱藏工具列；按一下 則

鎖定工具列 

 

3.4  右鍵菜單 
在預覽畫面按一下右鍵，彈出快顯功能表如下圖，功能

描述如下表。 
表3-5 預覽操作 
功能表項

目 描述 圖示 

主菜單 進入主功能表介面 

 

單畫面 
通過下拉式功能表選項進

行單畫面切換 

多畫面 
通過下拉式功能表選項改

變顯示器的分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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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表項
目 描述 圖示 

走廊模式 

多分屏查看走廊模式視頻

圖像 

說明： 
您還可以進入[主功能表>系統

組態>預覽配置]，在開機預設

畫面下拉清單中選擇走廊模式

分屏 

主輔口 
切換不同視頻輸出介面的

實況畫面 

魚眼模式 
設置魚眼安裝模式及顯示

模式 

雲台控制 
默認進入第一個雲台攝像

機的雲台控制介面 

人臉識別 
配合可擕式智慧分析設備

使用(視機型選配) 

添加攝像

機 

進入IP通道介面添加攝像

機 

重播 

進入所選通道當天的重播

介面 

說明： 
若窗格未綁定通道，則不選中

任何通道，不開啟自動重播 

輸出模式 

通過彈框選擇畫面的預覽

效果，輸出模式有標準，

柔和等選擇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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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要想正確顯示走廊模式畫面，您需要首先確保攝像機向左

或向右旋轉 90 度安裝。然後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圖
像參數]，進入“圖像配置”介面，將圖像鏡像設置為向左

旋轉 90 度或向右旋轉 90 度。 
• 當某通道設置為走廊模式，該通道對應的區域操作（如數

位放大、運動檢測區域等）均在走廊模式下進行。 

 

3.5  輪巡配置 
輪巡就是在顯示器的預覽畫面上根據當前分屏模式輸出

相應的預覽圖像，並根據一定的時間間隔進行迴圈切換。 
下文以配置 5 個攝像機，在顯示器上顯示 4 畫面為例說

明操作步驟： 
(1) 切換當前預覽窗格為 4 分屏。 
進入預覽畫面，按一下右鍵，選擇[多畫面>4 畫面]將顯

示器畫面分為 4 個窗格。 

 
說明： 
不同型號設備支援的分屏數可能不同，使用時請以具體設備為

准。 

 
(2) 啟動輪巡。 

按一下底部工具列 ，系統將根據預覽窗格配置中 4 分

屏畫面每個窗格對應的攝像機進行輪巡，顯示 2 屏，每

屏顯示 4 個窗格（第二屏只顯示 1 個攝像機），然後根

據輪巡間隔繼續進行迴圈切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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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系統預設輪巡切換時間為 8 秒，若您需要修改輪巡時間請選

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預覽配置]，進入“預覽配置”介面設

置輪巡間隔。 

 

3.6  數位放大 
您可以對當前窗格播放預覽畫面按一定比例進行局部放

大，以便能更好地查看所關心的圖像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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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放大的操作步驟如下： 
(1) 進入預覽畫面，按一下正在播放實況的窗格，在工

具條中選擇 ，進入數位放大介面。 

(2) 在介面右下角使用滑鼠左鍵選擇放大區域，可將紅

色區域內畫面放大。 

 
 

 
說明： 
紅色區域會根據小窗格的大小及比例進行自動調節，且為保證

放大效果繪製紅色區域時存在最小區域的限制。 

 

3.7  圖像配置 
通過圖像配置，使用者可以針對具體通道，配置圖像顯

示效果。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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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預覽畫面，按一下正在播放實況的窗格，在工

具條中選擇 ，進入圖像配置介面。 

(2) 選擇圖像模式，調節圖像參數。 
表3-6 圖像參數說明 

圖示 含義 描述 

 亮度 
圖像的明亮程度。值越大，圖像越

亮。 

 飽和度 
圖像中色彩的鮮豔程度。值越大，圖

像含色成分越大。 

 對比度 
圖像中明暗區域最亮（白色）和最暗

（黑色）的亮度的比值。值越大，圖

像明暗反差越大。 

 色調 圖像中色彩的純度。 

 
(3) 按一下<確定>，完成配置並退出當前介面。 

3.8  預覽配置 

3.8.1  基本配置 
一般情況下，根據開機嚮導完成配置，即可開始預覽。

若您需要更改預覽配置參數，請按照下面步驟操作。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預覽配置]，進入“預覽

配置”介面。 
(2) 配置預覽參數，如輸出埠、解析度和分屏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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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長按滑鼠滾輪 3秒以上，可以恢復默認解析度。 
• 輸出埠及設備支援的分屏數僅供參考，不同型號設備可能

會有差異，請以實際顯示為准。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3.8.2  視圖配置 
默認實況窗格和通道是一一對應的，即第 1 個窗格對應

通道 D1，第 2 個窗格對應通道 D2，依次類推。預覽配

置介面的視圖功能可以實現通道與窗格的動態繫結，以

D1 和 D2 通道窗格互換為例說明操作步驟。 

 
說明： 
您還可以通過在實況介面直接拖動窗格實現位置互換，再回到

預覽配置介面查看拖動之後的視圖對應關係（推薦）。但該方

法需要使用者支援“配置”許可權，且無法實現不同屏之間的

窗格互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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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一下右側區域第一窗格 D1，使其處於選中狀態，

再按一下左側通道號 D2，此時第一窗格自動變成

D2，第二窗格自動變成無。 
 

 
說明： 
此時通道號 D1 打鉤圖示置空 ，說明該通道尚未綁定到預覽

窗格。 

 
(2) 按一下右側區域第二窗格無，使其處於選中狀態。

再按一下左側通道號 D1，此時第二窗格自動變成

D1，即完成 D1 與 D2 的預覽窗格交換。 

 
 
 

3.8.3  高級配置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預覽配置]，進入“高級配置”

介面，您可以選擇多畫面時優先使用輔碼流建立實況

（默認不勾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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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道配置 

4.1  通道管理 
在對 IP 通道進行管理配置前，請確保 IP 設備已經連接

到 NVR 所在的網路中。 

 
注意： 
• 文中提及的 IP 設備主要指的是網路攝像機（IPC）或編碼

器（DVS）。 
• 建議一台 IP 設備只被一台 NVR 接入，否則會引起對 IP 設

備的管理混亂。 

 

4.1.1  添加 IP 通道 

1. 常規添加 IP 設備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通道管理]，進入“IP 通

道”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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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如果狀態為“ ”，表明添加上線，您可以按一下此按

鈕，預覽實況畫面。如果狀態是“ ”，表明設備離線，

滑鼠懸浮于該按鈕上，即可獲得離線原因的提示資訊。 
• 您可以通過頁面下方的提示，即時查看網路接收剩餘頻

寬。頻寬詳情參見“14.2.6  網路資源統計”。 

 
(2) 此時系統預設執行一次快速搜索。按一下<刷新>，

系統自動搜索網路中的 IP 設備並刷新 IP 通道狀態。 

 
說明： 
按一下<網段搜索>，您可以指定網段搜索 IP 設備。 

 

(3) 按一下“ ”，即可將 IP 設備添加到通道上。 

• 按一下<一鍵添加>，在不超過設備路數情況下，可

以將搜索到的 IP 設備全部添加到 NVR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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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自訂添加>，進入如下“自訂添加 IP 通道”

介面。 
手動輸入待添加 IP 設備的 IP 位址和對應參數，按一下

<添加>。重複操作，完成其他 IP 通道的添加。 
 
 

 
說明： 
• 如上介面也能實現自動搜索功能，直接選擇搜索清單中的

IP 設備，按一下<添加>即可。 
• 如果添加多路 DVS 設備，按一下<添加>時會彈出如下介

面，勾選多個通道號，可以實現添加該 DVS 設備對應的多

個通道。 

 

2. 快速添加 IP 設備 

 
說明： 
帶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的設備不支援快速添加 IP 通道的功

能。 

 
(1) 預覽狀態下，對於未添加 IP 設備的窗格，按一下

其中間的“+”，進入“添加 IP 設備”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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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中待添加的 IP 設備，按一下<添加>，即可實現

快速添加 IP 設備。 

3. 隨插即用添加 IP 設備 

 
說明： 
• 僅帶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的設備支援隨插即用添加 IPC 的

功能。 
•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對應的通道不可刪除。 

 
操作步驟： 
(1) 將 IPC 通過網線直連 NVR 的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

設備將自動連接該 IPC。 
(2)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通道管理]，進入“IP 通

道”介面，查看連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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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若您希望在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對應的通道上接入網路中

非直連的 IPC，則需要按一下編輯按鈕 ，將預設的“隨

插即用”添加方式修改成“手動”，並正確配置相關參

數。 
• 針對帶 PoE 網口的設備，若已上線的 IPC 產生功率不足或

功率超出時，則在“狀態”一欄出現 。 

 

4. 跨公網添加 IP 設備 

當 NVR 與 IPC 處在不同路由器下時，可通過跨公網添

加 IP 設備。 
 

 
說明： 
使用跨公網添加 IPC 時，請先登錄 IPC 的 Web 介面，選擇

[配置>埠設置>埠映射]，開啟埠映射並保存。 

 
操作步驟： 
(1) 本地介面，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通道管理]，

IP 通道介面，按一下<自訂添加>，進入“自訂添

加 IP 通道”介面。 
(2) 選擇添加方式 

• IP 地址添加 

 在 IPC 的 Web 介面，進入[配置>埠設置>埠映射]
介面，獲取 IPC 公網 IP 位址及外部埠。 

 本地端，選擇協議，輸入獲取的 IP 位址、埠，以

及用戶名、密碼等。 
 按一下<確定>,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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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跨公網添加，不支援 GB28181 協定添加。 

 

5. 自訂協定添加 IP 設備 

 
注意： 
• 使用自訂協定方式添加的 IP 設備必須支援標準 RTSP 取

流，否則無法接入。 
• 通過自訂協定接入的 IP 設備只支援實況和重播，不支援任

何配置類操作。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通道管理]，進入“IP 通

道”介面。 
(2) 按一下<自訂添加>，進入“自訂添加 IP 通道”介

面。 
(3) 協定選擇“自訂”，按一下<協議管理>。 

 
(4) 在協定管理介面，自訂協定名稱，輸入 IP 設備的

RTSP 埠號、傳輸協定、資源路徑等參數。按一下

<確定>，完成自訂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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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請聯繫攝像機廠商獲取其主碼流與輔碼流的資源路徑。 

 

 
(5) 回到自訂添加 IP 通道介面，輸入 IP 通道位址、用

戶名和密碼，按一下<添加>，在 IP 通道介面查看

連接狀態。 
 

4.1.2  IP 通道管理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通道管理]，進入“IP 通道”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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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IP 通道 

選擇目標通道，按一下通道配置按鈕 ，進入如下介面。

編輯完成後，按一下<確定>。 

 
 

 
說明： 
• 若您想要替換接入該通道的 IP 設備，可以手動修改 IP 通

道位址並正確填寫其他對應參數，或直接按一下上方清單

中的其他設備。 
• 不同通道的配置介面可能不同，請以實際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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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刪除 IP 通道 

• 選擇需要刪除的單個通道，按一下 ，出現“確定要

刪除該 IP 通道？”的系統提示，按一下<確定>後刪

除。 

• 勾選需要刪除的多個通道，按一下<刪除>，出現

“確定要刪除所選 IP 通道？”的系統提示，按一下

<確定>後刪除。 

 
說明： 
PoE 網口或交換網口對應的通道不可刪除。 

 

3. 通道排序 

 
說明： 
• POE 口/交換口的設備不支援通道排序功能。 
• 32 路以下（含 32 路）的設備的通道排序可以通過滑鼠拖

拽實現，以下重點介紹 32 路以上設備的通道排序。 

 
按一下<通道排序>，進入如下介面。以通道 1 和通道 2
為例說明操作步驟： 
(1) 拖曳通道 1 到通道 2 
(2) 從彈跳視窗中以右鍵點選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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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應用”，再根據“是”，完成通道排序。 

 

 
注意： 
• 上移/下移功能，即當前高亮通道（與勾選的通道無關）與

上/下一個通道進行位置互換。 
• 通道左移時，如果左側沒有勾選空白位置，則默認從第一

個空白位置開始插入；如果左側有勾選空白位置，則從勾

選中的第一個空白位置開始插入。從上至下，直到沒有空

白位置則停止插入。 
• 如果“未綁定通道”清單還有資料，則不允許保存，使用

者需要清空後再保存。 

 

4. 網路配置 

按一下高級配置按鈕 ，即可實現遠端修改接入該通道

的 IPC 的 IP 位址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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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圖示“ ”表示該通道不支援高級配置功能。 
• 目前不支援修改 DVS 的 IP 位址等資訊。您可以進入 DVS

的 web 介面進行操作。 

 

 
說明： 
不同通道的高級配置介面可能不同，請以實際為准。 

 

5. 升級 IPC 版本 

操作步驟： 
(1) 按一下“檢查更新”，查看 IPC 版本是否為最新版

本； 
(2) 升級方法： 

• 雲升級 

 按一下“ ”，對單個 IPC 進行升級。 

 勾選多個通道，按一下<雲升級>，實現批量升級。 

• U 盤升級 

 按一下“ ”，選擇 USB 存放裝置分區和升級

檔，對單個 IPC 進行升級。 
 勾選多個通道，按一下<U 盤升級>，實現批量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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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恢復默認設置 

按一下“ ”，彈出系統提示，按一下<確定>，恢復

IPC 預設配置。 
 

4.2  OSD配置 
OSD 是指與視頻圖像同時疊加顯示在螢幕上的字元資訊。 
操作步驟如下：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OSD 配置]，進入“OSD

配置”介面。 

 
說明： 

也可以在預覽介面，進入預覽工具列，點擊 進行快速配

置。 

 
(2) 選擇通道，配置通道名稱。 
(3) OSD 配置。 
您可以根據需要選擇日期格式、時間格式，勾選顯示時

間、顯示名稱和人數統計，並選擇字體大小及字體顏色。

若要改變該通道的 OSD 位置，可直接用滑鼠拖動左側

OSD 框進行調整。 

 
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需要複製

的參數和目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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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4.3  圖像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圖像參數]，進入“圖像

配置”介面。 
(2) 選擇通道和場景。 
(3) 選擇“圖像配置”介面內的各個頁簽，調整各頁簽

下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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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只有當 IPC 支持場景選擇功能時才能對場景進行選擇。 
• 若需要恢復圖像參數的預設配置，請按一下介面右下方的<

恢復預設參數>按鈕，此功能只有當 IPC 的協定選擇為私有

協定時才能生效。 
• 調節圖像參數不僅會改變預覽圖像，還會改變錄影圖像。 

 

1. 圖像增強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圖像增強”的頁簽，進入圖像增強配置介面。 

 
 
(2) 調整圖像右側的各種參數，精確配置亮度，飽和度等

圖像增強的參數，重要的圖像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亮度 圖像的明亮程度。值越大，圖像越亮 

飽和度 
圖像中色彩的鮮豔程度。值越大，圖像含色成分越

大 

對比度 
圖像中明暗區域最亮（白色）和最暗（黑色）的亮

度的比值。值越大，圖像明暗反差越大 

色調 圖像中色彩的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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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銳度 圖像邊緣的銳利程度 

降噪 對圖像降噪處理 

圖像鏡像 

• 正常：對圖像不進行鏡像處理 
• 垂直：對圖像進行垂直方向的鏡像處理 
• 水準：對圖像進行水準方向的鏡像處理 
• 水準+垂直：對圖像同時進行垂直、水準方向的

鏡像處理 
• 向左旋轉 90 度和向右旋轉 90 度：實現圖像的

走廊模式顯示，前提先確保 IPC 向左或向右旋

轉 90 度安裝 
 

2. 曝光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曝光參數”頁簽，進入曝光參數配置介面。 

 

 
(2) 調整圖像右側的各種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項目 描述 

曝光模 選擇不同模式，以達到所需的曝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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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描述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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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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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圈 調整光圈的大小，用來控制進光量 

慢快門 開啟後，能夠在低光照環境中提升圖像亮度 

最慢慢

快門 
曝光時所能使用的最慢快門值 

曝光補

償 
調整曝光量，以得到所需的圖像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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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黑白：設備利用當前光照環境提供高品質黑白

圖像 
• 彩色：設備利用當前光照環境提供高品質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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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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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寬動態 開啟後，便於同時看清圖像上亮與暗的區域 

寬動態

級別 
開啟寬動態後，可調整此參數，改善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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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白平衡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白平衡”頁簽，進入白平衡參數配置介面 

 

 
(2) 調整圖像右側的各種參數，重要的參數說明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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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根據光照環境自動控制紅增益和藍

增益（偏冷模式） 
• 微調：手動調整 Red 和 Blue 偏移值 

Red 偏移

值 
對白平衡模式的紅增益進行手動微調 

Blue 偏移

值 
對白平衡模式的藍增益進行手動微調 

 

4. 高級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高級配置”頁簽，進入高級配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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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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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隱私遮蓋 
配置步驟如下：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隱私遮蓋]，進入“隱私

遮蓋”介面。 
(2) 選擇通道，勾選“啟用遮蓋”，按一下新增區域按

鈕，用滑鼠繪製遮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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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目前最多支援設置 4 個遮蓋區域，按一下 ，可清除對應

遮蓋區域。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5 雲台控制 

 
說明： 
只有對雲台攝像機才能進行雲台控制操作，實際有效的雲台控

制操作取決於雲台攝像機本身支援的雲台協定和功能。在使用

雲台前請先參考該雲台的規格說明。 

5.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 

5.1.1  通過雲台工具列進入 
操作步驟： 
(1) 進入預覽畫面，選中某台攝像機的預覽窗格，按一

下工具列中的 ，進入雲台控制介面。 

(2) 介面顯示該通道對應的雲台工具列，請根據“表 5-
1”進行簡單雲台控制操作。 

(3) 按一下<配置>，可進入“雲台配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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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1 雲台工具列參數說明 
按鈕圖示 描述 

 

控制雲台的轉動方向或停止轉

動 

 

• 調整雲台的變倍 
說明： 
滑鼠滾輪也可以實現雲台變倍 

• 調整雲台的焦距 
• 調整雲台的光圈 

 

雲台轉速：1最慢，9最快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 

 

• 開啟/關閉雲台的照明 
• 開啟/關閉雲台的雨刷 
• 實現雲台的 3D 定位功能 
• 實現雲台的加熱功能 
• 實現雲台的除雪功能 
• 實現雲台的快捷操作功能 
說明： 
• 3D 定位、加熱和除雪功能需要

IPC 本身支援該功能 

• 在 3D 定位介面可以實現拉框縮

放圖像，從上至下拉清單即為放

大，從下往上拉框即為縮小 

 

預置位元按鈕 

/ /  

• 保存預置位，將當前的雲台

位置狀態保存到該預置位中 
• 調用預置位，轉動雲台至選

中的預置位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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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圖示 描述 
• 刪除預置位 
說明： 
只有保存成功的預置位元會顯示

“調用”和“刪除”按鈕 

/ 

/ 

 

預置位元巡航/軌跡巡航/守望

按鈕 

 

啟用/停止 

 

5.1.2  通過主功能表進入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雲台配置]，進入“雲台

配置”介面。 
(2) 選擇通道，進行雲台配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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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配置預置位元 
操作步驟： 
(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詳情見“5.1  進入雲台配置介

面”。 
(2) 配置雲台預置位元。 
使用雲台方向鍵將雲台轉動到合適位置，在預置位清單

方塊，選擇未關聯預置位的編號，按一下 完成預置位

設置。重複上述操作可設置多個預置位。 
(3) 調用雲台預置位。 
在預置位元清單方塊，選擇需要調用的預置位元，按一

下 ，雲台即可轉動到相應位置。 
 

5.3  配置預置位元巡航 

 
說明： 
每個通道最多可以配置 4 條巡航路線，每條巡航路線最多可以

配置 8 個預置位元。 

 
操作步驟如下： 
(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詳情見“5.1  進入雲台配置介

面”。 
(2) 配置巡航路線。 
[預置位巡航]頁簽，選擇巡航路線，按一下 ，增加關

鍵點，進入巡航路線預置位元設置介面。重複上述操作

可增加多個關鍵點。按一下<應用>保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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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調用巡航路線。 

在巡航線路下拉式清單方塊選擇待巡航路線，按一下 ，

啟動巡航路線。按一下 ，停止巡航。 

 
說明： 
• 停留時間範圍為 0-1800 秒，默認為 10 秒；轉速範圍為 1-

9，默認為 5。 
• 、 用於修改和刪除對應預置位。 
• 、 用於上下移動關鍵點。 
• 用於刪除所有關鍵點。 

5.4  配置軌跡巡航 

 
說明： 
• 如果前端 IPC 不支援軌跡功能，則介面隱藏該配置項。 
• 目前僅支援配置 1 條軌跡路線。 

 
操作步驟： 
(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詳情見“5.1  進入雲台配置介

面”。 
(2) 配置軌跡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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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跡巡航]頁簽，按一下 ，開始配置軌跡，選擇變倍、

聚焦、光圈和變換方向等操作控制雲台攝像機，按一下

，停止配置軌跡。按一下<應用>保存配置。 

 

 
(3) 調用軌跡路線。 

按一下 ，啟動軌跡路線。按一下 ，停止軌跡。 

5.5  配置守望 
守望指的是雲台攝像機在設定時間內沒有接收到控制信

號就運行所設定的動作，避免在一些重要監控場所人為

的把攝像機轉到非關鍵區域，而導致監控遺漏。 

 
說明： 
如果前端 IPC 不支援守望功能，則介面隱藏該配置項。 

 
操作步驟： 
(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詳情見“5.1  進入雲台配置介

面”。 
(2) 配置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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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頁簽，勾選啟用，選擇模式（預置位元、預置位

巡航和軌跡巡航）。按一下<應用>保存配置。 

 

 

6 錄影與抓圖 
 

 
說明： 
錄影類型優先順序為：事件錄影>手動錄影>定時錄影。 

 

6.1  編碼參數配置 

6.1.1  錄影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編碼參數]，進入“編碼

參數”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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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通道和存儲方式，配置各類編碼參數。 

參數名稱 參數說明 參數設置 

存儲方式 
存儲方式分為兩種：主

流，輔流 

可通過下拉清單

選擇（預設主流

方式存儲） 

採集制式 解析度@幀率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說明： 
僅通過私有協定接入

的 IP 通道支援該配

置 

碼流類型 

碼流分類： 
定時（主流）：定時計畫

錄影編碼參數 
事件（主流）：運動檢

測，報警輸入等事件發生

時的編碼參數 
網傳（輔流）：只能網路

傳輸的低解析度編碼參數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編碼格式 
根據前端設備參數，支援

H264、H265等 
根據前端設備參

數支援可通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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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名稱 參數說明 參數設置 
拉清單進行選擇 

解析度 
一幀圖像內包含圖元點的

個數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碼率類型 

分為變碼率和定碼率兩種 
• 變碼率：碼率會根據

場景的變化 
• 定碼率：碼率儘量按

照碼率上限編碼，圖

像品質不可調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碼率 
單位時間內每秒傳輸的位

數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推薦碼率大小

或進行自訂設置 

碼率推薦範圍 
自訂狀態下使用者輸入碼

率的數值範圍 
固定 

幀率 每秒的幀數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圖像品質 
只能在變碼率的情況下設

置，品質9級可調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I幀間隔 兩個I 幀之間的圖像幀數 用戶自訂 

I幀範圍 
自訂狀態下使用者輸入I
幀的數值範圍 

固定 

碼流平滑 控制碼率突發 通過滑條調節 

音訊流 選擇是否開啟音訊流 
通過核取方塊選

擇 

U-Code智慧

編碼 

分為關閉、基礎模式和高

級模式。高級模式可以獲

得更高的編碼壓縮率 

通過下拉清單選

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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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不同 IPC 或 IPC 版本的編碼配置項可能不同，使用時請以

實際顯示為准。 
• 當 IPC 版本較低時，部分功能將無法使用，此時需要升級

IPC 版本。 
•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需要複

製的參數和目標通道。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6.1.2  抓圖參數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通道配置>抓圖參數]，進入“抓圖

參數”頁面。 
(2) 設置抓圖參數。 

 
說明： 
• 定時抓圖是普通的定時計畫抓圖，而事件抓圖指的是報警

輸入、運動檢測等事件發生時的抓圖，手動抓圖也採用事

件抓圖參數。 
• 抓圖間隔是指兩次抓圖動作之間的間隔時間。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6.2  錄影/抓圖計畫制定方法 
制定錄影計畫和抓圖計畫均有兩種方法：繪圖法、編輯

法。 
抓圖計畫與錄影計畫的制定方法類似，下面以錄影計畫

的制定方法為例進行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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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繪圖法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錄影配置]，進入“錄影

配置”介面。 
(2) 選擇通道。 

a. 勾選“啟用錄影計畫”。 
b. 通過下拉欄選擇警前預錄、警後錄影時間。 
c. 選擇是否啟用冗餘錄影。僅部分設備支援冗餘錄影。若

要使該功能生效，請確保已有配置為“冗餘”屬性的硬

碟。 

 
(3) 繪製錄影計畫。 
根據實際需求，按一下右側對應類型的色塊。進入左側

計畫表中，滑鼠指標變成繪圖筆。按住滑鼠左鍵確定繪

圖起點和持續時間，鬆開滑鼠左鍵保存錄影計畫。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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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相應的通

道。 

 

6.2.2  編輯法 
編輯法與繪圖法的區別僅在第(3)步驟（其它步驟完全相

同），具體如下： 
按一下<編輯>，進入如下介面。根據實際需求選擇錄影

類型。按一下<確定>，回到錄影配置介面。 

 
說明： 
• 系統預設勾選“全天錄影”，若去勾選，設備支援同一天

配置最多 8 個時間段。 
• 若其他天的錄影計畫相同，可在“複製到星期”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時間。 

 

6.3  定時錄影/抓圖 

6.3.1  定時錄影 
系統預設啟用各通道 7*24 小時的定時錄影計畫。 
制定定時錄影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畫制定方法”，

注意錄影類型選擇“定時計畫”。設置結束後，通道錄

影呈定時計畫的錄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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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定時抓圖 
制定定時抓圖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畫制定方法”，

注意抓圖類型選擇“定時計畫”。設置結束後，通道抓

圖呈定時計畫的抓圖狀態。 

 

6.4  運動檢測錄影/抓圖 

6.4.1  運動檢測錄影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運動檢測]，進入“運動

檢測”介面。 
(2) 選擇通道，勾選“啟用運動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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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當產生運動檢測報警時，畫面右上角顯示運動檢測報警圖示。 

 
(3) 滑鼠繪製運動檢測區域。拖動滑條，選擇合適靈敏

度。 
(4) 聯動存儲。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選擇[聯動

存儲]頁簽，勾選待聯動通道，按一下<確定>。 
(5)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錄影配置]，進入錄影配

置介面。制定錄影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畫制

定方法”，注意錄影類型選擇“運動檢測”。設置

結束後，通道錄影呈運動檢測的錄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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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運動檢測抓圖 
配置運動檢測抓圖前需要先啟用運動檢測報警，具體請

參見“6.4.1  運動檢測錄影”步驟(1)~(3)的內容。 
接下來的操作步驟： 
(4) 聯動抓圖。 
按一下聯動方式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選擇[聯動抓圖]
頁簽，勾選聯動抓圖的通道，按一下<確定>。 
(5)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抓圖配置]，進入“抓圖

配置”介面。制定抓圖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

畫制定方法”，注意抓圖類型選擇“運動檢測”。

設置結束後，通道抓圖呈運動檢測的抓圖狀態。 

 
 

6.5  報警錄影/抓圖 

6.5.1  報警錄影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輸入輸出]，進入“報警

輸入”介面。 
(2) 啟用報警輸入。 
選擇通道，按一下 ，勾選“啟用”，選擇觸發方式。

按一下<確定>，完成該報警輸入的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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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在通道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通道。 

 
(3) 聯動存儲。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選擇[聯動

存儲]頁簽，勾選待聯動通道，按一下<確定>。 

(4)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錄影配置]，進入錄影配

置介面。制定錄影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畫制

定方法”，注意錄影類型選擇“報警計畫”。設置

結束後，通道錄影呈報警計畫的錄影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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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報警抓圖 
配置報警抓圖前需要先啟用報警輸入，具體請參見

“6.5.1  報警錄影”步驟(1)~(2)的內容。 
接下來的操作步驟： 
(3) 聯動抓圖。 

按一下聯動方式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選擇[聯動抓圖]

頁簽，勾選聯動抓圖的通道，按一下<確定>。 
(4)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抓圖配置]，進入“抓圖

配置”介面。制定抓圖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

畫制定方法”，注意抓圖類型選擇“報警計畫”。

設置結束後，通道抓圖呈報警計畫的抓圖狀態。 

 

 

6.6  手動錄影/抓圖 

6.6.1  手動錄影 
方法一： 
進入預覽畫面，選中待錄影的窗格，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即開始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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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需要停止手動錄影，則按一下工具列中的 ，即停止

錄影。 
 
方法二： 
選擇[主功能表>手動操作>手動錄影]，進入“手動錄影”

介面。勾選需啟用手動錄影的通道，按一下<啟用錄影>，
對應通道即開始錄影。 
若需要停止手動錄影，則勾選當前已啟用手動錄影的通

道，按一下<停止錄影>，對應通道即停止錄影。 

 
 

6.6.2  手動抓圖 
選擇[主功能表>手動操作>手動抓圖]，進入“手動抓圖”

介面。勾選需啟用手動抓圖的通道，按一下<啟用手動

抓圖>。 
若需要停止手動抓圖，則勾選當前已啟用手動抓圖的通

道，按一下<停止手動抓圖>。 

6.7  假日錄影/抓圖 
假日配置是用於配置由使用者選定的某個特定的時間段

的錄影計畫。 

6.7.1  假日錄影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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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假日配置]，進入“假日

配置”介面。 

 

 
(2) 按一下右下角的<添加>按鈕，進入“假日配置”對

話方塊。 
(3) 配置假日參數，按一下<確定>，查看假日資訊。 
(4)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錄影配置]，進入“錄影

配置”介面。制定錄影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

畫制定方法”，星期選擇“假日”，設置結束後，

通道錄影呈普通和假日的錄影狀態。 

 

6.7.2  假日抓圖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抓圖配置]，進入“抓圖配置”

介面。制定抓圖計畫參見“6.2  錄影/抓圖計畫制定方

法”，選擇抓圖類型。設置結束後，通道抓圖呈普通和

假日的抓圖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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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其他錄影/抓圖 
其他錄影/抓圖指的是“事件”、“動測和報警”、“動

測或報警”的錄影/抓圖方式。其中，事件包括運動檢測、

報警、動測和報警、動測或報警、智慧檢測。任何一種

事件發生時都可以觸發事件錄影/抓圖計畫。 

 
注意： 
選擇事件類的錄影/抓圖類型，需先啟用對應事件報警並聯動

存儲/抓圖。操作步驟可參考“6.4  運動檢測錄影/抓圖”。 

 

7 重播 

7.1  即時重播 
即時重播是對系統當前時間點之前 5 分半鐘內的錄影進

行重播，方便在預覽實況時發現異常能及時重播。 
即時重播前請確保對應攝像機當前時間點之前 5 分半鐘

記憶體在錄影。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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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進入預覽畫面，選中待重播的窗格，按一下工具列

中的 ，開始重播即時錄影。 

(2) 可拖動進度條上的滑塊重新定位錄影開始時間，也

可以根據需要暫停/停止播放錄影。 

 
 

7.2  重播工具列 
表7-1 重播工具列參數說明 

按鈕圖示 說明 

 

顯示當前重播位置 
說明： 

• 拖動滑條時，工具列上方顯示框選通道的即時預

覽小圖，方便您快速定位待重播位置 

• 第 1 個進度條顯示框選通道的錄影，第 2 個進度

條顯示所有選中通道的錄影。 

 

重播時間軸 

/  

時間軸放大/縮小 
說明： 

滑鼠滾輪的上滾/下滾也可以實現時間軸的放大/縮小 

/ / / 正常播放/暫停/停止播放/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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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鈕圖示 說明 
 

/  後退30秒/前進30秒 

/  

減速播放/加速播放 

說明： 

按一下減速播放/加速播放後，可通過按一下加速播

放/減速播放恢復正常倍速 

 

單幀前進 

/  開始剪輯/停止剪輯 

 

抓圖，重播視窗邊框會出現白色閃爍 

 

鎖定 

/  添加默認/自訂標籤 

 

檔管理，支援剪輯片段、重播抓圖、鎖定檔

和標籤4大功能表功能 

 

數位放大，示意圖請參見“3.6  數位放大” 

 

選擇魚眼安裝模式和顯示模式 

/  

關閉/開啟POS。開啟POS時，重播介面會疊加

POS資料，同時部分工具列按鈕無法使用 

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該功能。涉及普通重播和 POS
重播兩種模式介面。 

• 普通重播模式下，POS 資料的顯示時長固定為

5S；POS 重播模式下，您可以自訂 POS 資料

的顯示時長。 

/  關閉/開啟播放錄影的聲音 

 

調整當前焦點窗格通道的音量大小 

 



 

63 
 

7.3  普通重播 
普通重播即按通道和日期條件檢索相應的錄影檔並播放。 
操作步驟： 

(1) 按一下右鍵，選擇[錄影重播],進入錄影重播介面。 

(2) 選擇待重播通道。 

 
說明： 
• 勾選多個通道可以實現多路同步重播，按一下“最大路

數”，全選設備能重播的最多通道。根據設備型號的不

同，重播性能也不同。 
• 按一下“關閉所有”，可以關閉當前所有的重播通道。 

 
(3) 按兩下需要重播的日期，選擇重播模式，開始普通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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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您也可以在選中日期後，按一下 ，開始重播錄影。 
• 日曆中，右上角藍色表示該通道當天存在普通錄影；紅色

表示該通道當天存在事件型錄影；無色表示該通道全天 24
小時沒有錄影。 

• 您可以根據需要選擇重播的模式，“高清”模式為主流和

輔流存儲的錄影，“普通”模式為第三流存儲的錄影。 

 

7.4  走廊重播 
走廊重播指的是將檢索到的錄影按照走廊模式分屏顯示。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走廊重播]。 
(2) 選擇待重播的多個通道，按兩下需要重播的日期，

開始走廊重播。 

 
 



 

65 
 

7.5  標籤重播 
標籤功能可以説明使用者記錄下某一時刻的錄影資訊，

使用者可以根據標籤關鍵字進行搜索定位錄影操作。 

7.5.1  添加標籤 
操作步驟： 
(1) 按一下右鍵，選擇[錄影重播]，進入錄影重播介面。 
(2) 添加標籤。 

• 按一下 ，默認添加標籤 TAG。 

• 按一下 ，輸入標籤名稱，如 tag1，添加自訂標籤。 

(3) 標籤管理 
按一下 ，進入檔管理介面。在[標籤]頁簽可以對添加

的標籤進行查看、編輯和刪除操作。 

 

 

7.5.2  標籤重播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標籤重播]。 
(2) 選擇待重播通道和時間，輸入關鍵字，按一下<搜

索>查詢結果。 
(3) 選擇標籤，按一下 開始標籤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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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事件重播 
事件重播即按事件類型（報警輸入、運動檢測等）查詢

一個或多個通道在某個時間段的錄影檔並播放。 

 
注意： 
在事件重播之前，請您確保該事件報警已經啟用並聯動存儲。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事件重播]。 
(2) 選擇重播類型，例如運動檢測，再選擇待重播通道

和時間，按一下<搜索>查看結果。 
(3) 選擇檔。按一下 開始運動檢測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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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智能重播 
智慧重播是指設備根據錄影中是否存在智慧行為，自動

調整播放速度。如果該時刻存在智慧搜索結果，錄影以

正常速度重播；相反，對於無智慧搜索結果的時間段，

設備將以 16 倍速重播，提高重播效率。 

 
說明： 
• 智慧重播功能需要前端 IPC 支援智慧才能實現。 
• 預設採用“運動檢測”的智慧搜索方式。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智慧重播]。 
(2) 選擇待重播通道，按一下 ，開始智慧重播。 
 
 
(3) 按一下 ，進入智慧搜索介面（預設全屏）。 
(4) 設置智慧搜索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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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2 智慧搜索按鈕說明 
圖示 說明 圖示 說明 

 

運動檢測：全

屏  全部清除 

 

搜索  退出 

 

 
 
(5) 按一下 ，彈出該區域智慧重播介面。 

7.8  外部檔重播 
外部檔重播指的是重播存儲在外部存放裝置如 U 盤或移

動硬碟中的錄影檔。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外部檔重播]。 
(2) 選擇<刷新>，讀取外部的存放裝置。 
(3) 選擇待重播檔，按一下 ，開始外部錄影檔重播。 

7.9  圖片重播 
圖片重播即按圖片類型（定時、運動檢測等）查詢一個

或多個通道在某個時間段的圖片檔並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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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圖片重播]。 
(2) 選擇重播類型，例如預覽抓圖，再選擇待重播通道

和時間，按一下<搜索>查看結果。 
(3) 按一下檔，開始圖片重播。 

7.10  POS重播 
操作步驟： 
(1) 進入錄影重播介面，重播模式選擇[POS 重播]。 
(2) 選擇待重播通道和時間，輸入關鍵字，按一下<搜

索>查看結果。 
 

 
說明： 
支援&、|兩個特殊字元檢索。“&”表示與，“|”表示或。 

 
(3) 點擊 顯示疊加內容。 
(4) 選擇檔。按一下 開始 POS 重播。 

7.11  文件管理 
錄影重播中，檔管理支援對剪輯文件、重播抓圖、錄影

檔加鎖/解鎖與標籤進行管理。 

1. 重播抓圖 

(1) 進入重播介面，重播到需要抓圖的位置，按一下 。 
(2) 按一下 ，在[重播抓圖]頁簽，查看抓圖文件。 
(3) 勾選需要備份的抓圖檔，按一下<備份>並備份到存

放裝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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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解析度大小取決於輸出埠顯示解析度和抓圖時窗格的分屏數。 

 

2. 鎖定文件 

 
說明： 
檔鎖定表示不去覆蓋包含鎖定時刻的整段錄影。 

 
(1) 重播到需要加鎖的錄影位置，按一下 。 
(2) 按一下 ，在[鎖定文件]頁簽，查看加鎖的文件。 

• 如果需要解鎖檔，按一下 ，鎖定狀態變為 ，該

檔即被解除保護。 

• 如果需要備份檔案，勾選需要備份的檔，按一下<備

份>並備份到存放裝置中。 

8 備份 

8.1  錄影備份 
錄影備份：先查詢存儲在設備硬碟上的錄影，再將錄影

以檔形式備份到 USB 存放裝置或光碟中。備份前需要

滿足一些前提條件： 

• 若使用 USB 設備備份，請使用 FAT32 或 NTFS 的分

區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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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使用光碟備份，請使用 LG，HL-DT-S 型號燒錄機；

使用類型為 DVD-R 光碟，且確保光碟未燒錄內容。 

• 用戶具有對應通道的本地備份許可權。 

• 確保設備硬碟上已存儲錄影。 

• 備份設備與 NVR 設備正常連接。 

 
說明： 
USB 備份的錄影檔預設格式為*.mp4。 
光碟備份的錄影檔只支援.TS 格式。 

 

8.1.1  常規錄影備份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備份>錄影備份]，進入“錄影備份”

介面。 
 

 
說明： 
系統預設選擇所有通道。 

 
(2) 選擇搜索條件，按一下<搜索>，進入搜索結果介面。 
 
 

 
說明： 
該介面可以實現對錄影檔的鎖定/解鎖和播放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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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待備份的錄影，按一下<備份>，進入備份介面。 
(4) 選擇分區。 

• USB 備份 

選擇備份路徑，按一下<備份>，錄影則備份到目前的目

錄。 

 
說明： 
• 您也可以新建一個資料夾，然後按兩下進入該資料夾進行

備份。 
• 外接設備容量大於 2T 時，按一下<格式化>，將外接設備

格式化成 NTFS 檔案系統；外接設備容量小於等於 2T 時，

按一下<格式化>，將外接設備格式化成 FAT32 或 NTFS 檔

案系統。僅部分設備支援 2T 以上容量格式化。 
• 備份過程中進度條將提示“正在匯出 X/Y”，X 表示當前正

在備份第幾個錄影，Y 表示一共需要備份的錄影總數。按

一下進度條的<取消>，即可停止備份。 
• 備份的錄影檔命名規則為：攝像機名稱-錄影開始時間.檔案

格式。如：Ch9-20150630183546.mp4。 

 

• DVD 備份 

選擇備份路徑，按一下<備份>，錄影則備份到目前的目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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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燒錄前請確保編碼格式為非 U-Code 格式； 
• 光碟備份時請勿點擊“取消”，取消後光碟不能再次使

用； 
• 燒錄結束後，請等待光碟自行彈出，請勿手動取出光碟； 
• 本地不支援光碟備份重播。 

 

8.1.2  錄影剪輯備份 
錄影檔可分片段剪輯，並使用 USB 設備對剪輯片段進

行備份。 
(1) 進入重播介面，具體方法請參見“7 重播”。 
(2) 剪輯錄影。 
在重播過程中使用重播工具列中的 / 對需要備份片

段進行剪輯。 

(3) 按一下 ，在[剪輯片段]頁簽查看剪輯文件。 

(4) 選擇待備份的錄影片段，按一下<備份>，進入備份

介面。 
(5) 選擇 USB 存放裝置分區和備份路徑，按一下<備份

>，錄影則備份到目前的目錄。 

8.2  圖片備份 

 
說明： 
備份的圖片檔預設格式為*.jpg。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備份>圖片備份]，進入“圖片備份”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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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搜索條件，按一下<搜索>，進入搜索結果介面。 
 

 
說明： 
解析度大小取決於輸出埠顯示解析度和抓圖時窗格的分屏數。 

 
(3) 選擇待備份的圖片檔，按一下<備份>，進入備份介

面。 
(4) 選擇 USB 存放裝置分區和備份路徑，按一下<備份

>，錄影則備份到目前的目錄。 

9 報警 

9.1  輸入輸出 

9.1.1  報警輸入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輸入輸出]，進入“報警

輸入”介面。 
(2) 啟用報警輸入。 
選擇目標通道，按一下 ，勾選“啟用”，選擇觸發方

式。按一下<確定>，完成該報警輸入的設置。 

 
 
(3) 配置報警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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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說明： 
•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通道路數可能不同，使用時請以實際

顯示為准。 
• 不同類型的報警支持的報警聯動種類可能不同，使用時請

以實際顯示為准。 

 
(4)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報警輸入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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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默認 7*24 小時佈防。單日內可設置 8 個佈防時間段，各個

時間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 若其他天的佈防計畫相同，可在“複製到星期”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時間。 
•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在通道核取方

塊中勾選相應的通道。 

 

9.1.2  報警輸出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輸入輸出]，進入“報警

輸出”介面。 

(2) 選擇報警輸出的通道，按一下 ，設置報警輸出的

預設狀態及持續時間，按一下<確定>。 
(3)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報警輸出

介面 

 
說明： 
• 默認 7*24 小時佈防。單日內可設置 8 個佈防時間段，各個

時間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 若其他天的佈防計畫相同，可在“複製到星期”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時間。 
•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在通道核取方

塊中勾選相應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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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運動檢測 
運動檢測報警，即當您設置的檢測區域內的物體發生了

一定程度的移動時，設備產生報警。 

 
說明： 
當產生運動檢測報警時，畫面右上角顯示運動檢測報警圖示。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運動檢測]，進入“運動

檢測”介面。 
(2) 選擇通道，勾選“啟用運動檢測”。 

 
 
(3) 滑鼠繪製運動檢測區域，拖動滑條，選擇合適靈敏

度。 

 
說明： 
靈敏度值越大，同一個物體做相同運動產生的運動量就越大，

更容易被檢測到。 

 
(4)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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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不同產品型號支援的通道的路數可能不同，使用時請以實

際顯示為准。 
• 不同類型的報警支持的報警聯動種類可能不同，使用時請

以實際顯示為准。 

 
(5)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運動檢測

介面。 
 
 

 
說明： 
• 默認 7*24 小時佈防。單日內可設置 8 個佈防時間段，各個

時間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 若其他天的佈防計畫相同，可在“複製到星期”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時間。 

 
(6)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需要複製

的參數和目標通道。 

 

9.3  遮擋檢測 
遮擋檢測報警，即攝像機的視頻圖像被遮擋時，設備產

生報警。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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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遮擋檢測]，進入“遮擋

檢測”介面。 
(2) 選擇通道，勾選“啟用遮擋檢測”。 

 

 
(3)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4)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遮擋檢測

介面。 

 
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需要複製

的參數和目標通道。 

 
(5)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  視頻丟失 
視頻丟失報警，即某個通道的視訊訊號丟失時，設備產

生報警，以便您及時處理。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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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視頻丟失]，進入“視頻

丟失”介面。 

系統預設啟用每個通道的視頻丟失報警。按一下 即可

關閉報警，圖示呈現 。 

(2)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 

 

詳細描述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說明： 
視頻丟失報警在聯動存儲、預置位元、預覽和抓圖時不能聯動

到自身通道。 

 

(3)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視頻丟失

介面。 

 
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需要複製

的參數和目標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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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區域入侵 
區域入侵功能可以檢測視頻中是否有物體進入到設置的

區域，根據判斷結果聯動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區域

入侵”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區域檢測。 
(3) 繪製規則區域，您可以針對不同規則，設置靈敏度、

時間閾值等參數。 

 
說明： 
• 您可以最多設置 4 個規則。 
• 時間閾值：當入侵物體在區域內停留時間超過時間閾值

時，才會產生報警。 
• 占比：當入侵物體在區域內所占面積比例超過占比值時，

才會產生報警。 

 
(4)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5)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區域入侵

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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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3  越界檢測 
越界檢測功能可以檢測視頻中是否有物體跨越設置的警

戒線，根據判斷結果聯動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越界

檢測”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越界檢測。 
(3) 繪製規則，您可以針對不同規則，設置方向和靈敏

度。 

 
說明： 
您可以最多設置 4 個規則。 

 
(4)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5)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越界檢測

介面。 
 

9.4.4  聲音檢測 
聲音檢測，即攝像機接收到的音訊發生異常變化時，設

備產生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聲音

檢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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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通道，勾選“啟用聲音檢測”。 
(3)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4)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聲音檢測

介面。 
(5) 根據下表描述選擇檢測類型，並根據所需調整相關

參數。 
檢測類型 說明 

陡升 
聲音突然變高，調整差值參數確認音量提升多少

產生報警 

陡降 
聲音突然變低，調整差值參數確認音量降低多少

產生報警 

突變 
聲音突然或突然變低，調整差值參數確認音量變

化多少產生報警 

门限 声音音量大小，调整阈值参数确认声音音量超过

多少产生报警 

 
(6)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5  客流量 
客流量功能可以檢測監控區域的進出人數。僅部分設備

支援客流量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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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客流量功能與其他智慧檢測功能（人臉檢測、區域入侵、越界

檢測、虛焦檢測和場景變更）不能同時開啟。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客流

量”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客流量檢測和人肩標定。 

 
說明： 
啟用人肩標定後，只有肩寬超過指定寬度的人才會被識別。 

 
(3) 滑鼠按一下畫線按鈕，在左側區域繪製規則，您可

以針對該規則，設置方向和靈敏度。 
(4) 勾選“啟用定時清零”會每天在自訂時間清零人數

統計 OSD。“人數統計清零”按鈕可以進行隨時

清零 OSD。 

 
說明： 
清零隻影響客流量 OSD，不會影響最後的報表統計。 

 
(5)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6  虛焦檢測 
虛焦檢測功能，能夠判定攝像機對焦是否正常。若圖像

產生虛焦便會觸發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虛焦

檢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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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通道，啟用虛焦檢測。 
 
(3)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4)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虛焦檢測

介面。 
 
(5) 配置靈敏度後，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7  場景變更 
如果監控設備受到外部干擾或者人為破壞而造成監控場

景發生改變，監控系統將無法有效運作。場景變更功能，

能夠判定被檢測的場景是否發生變更。若場景發生變更

會觸發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場景

變更”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場景變更。 
 
(3)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4) 配置佈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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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場景變更

介面。 
(5) 配置靈敏度後，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8  智能運動跟蹤 
智慧跟蹤檢測實況上的運動目標，並且對第一個目標進

行跟蹤。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智慧

運動跟蹤”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智能運動跟蹤。 
 
(3)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4)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智慧運動

跟蹤介面。 
(5) 選擇跟蹤模式，目前只支援全景跟蹤。設置跟蹤超

時時間。選擇跟蹤倍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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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跟蹤超時時間：1~300，默認 30s。超過 IPC 對其自動跟

蹤的最長時間，IPC 會恢復為原來的場景狀態。 
• 跟蹤倍率：自動、當前倍率，默認自動。自動倍率會根據

跟蹤距離自動調整倍率，更關注目標細節；當前倍率是維

持起初跟蹤到目標時的倍率，較關注全域的監控場景。 

 
(6)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4.9  物品遺留 
檢測指定區域內是否有物品遺，有遺留則進行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物品

遺留”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物品遺留檢測。 

(3) 點擊 ，繪製檢測區域。 

 
說明： 
檢測區域最多支援 4 個，每個區域最多支援 6 點畫框。 

 
(4) 根據實際需要配置靈敏度及時間閾值： 
靈敏度：靈敏度越高，目標越容易被檢測，靈敏度越低

則相反。 
時間閾值：目標進入設定區域停留該時間則產生報警。 
(5) 配置報警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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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6)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物品遺留

介面。 

9.4.10  物品搬移 
檢測指定區域內目標是否有被搬移，有搬移則進行報警。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物品

搬移”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物品搬移檢測。 

(3) 點擊 ，繪製檢測區域。 

 
說明： 
檢測區域最多支援 4 個，每個區域最多支援 6 點畫框。 

 
(4) 根據實際需要配置靈敏度及時間閾值： 
靈敏度：靈敏度越高，目標越容易被檢測，靈敏度越低

則相反。 
時間閾值：目標離開設定區域超過該時間則產生報警。 
(5) 配置報警聯動。 

按一下聯動方式按鈕 ，進入報警聯動介面，詳細描述

請參見“9.8  報警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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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配置佈防計畫。 

按一下佈防計畫按鈕 ，進入佈防計畫配置介面。根據

實際需要配置佈防時間。按一下<確定>，返回物品搬移

介面。 
 

9.4.11  人臉識別 
人臉識別功能需插入我司可擕式智慧分析設備後才能使

用,且僅部分 NVR 支援人臉識別功能。 

 
說明： 
使用人臉識別功能，請先進行以下配置： 
•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基本配置”介

面，選擇人臉識別通道，勾選存儲智慧圖片。 
•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智慧檢測]，進入人臉檢測頁簽，

勾選啟用人臉識別，啟用人臉分析。 
• 開啟人臉識別其他智慧功能將關閉。 

操作步驟： 
(1) 進入預覽介面，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擇“人臉識

別”。 
 
 

 
說明： 
使用前請確保第一個槽位元硬碟可以正常使用，首次進入需要

將硬碟格式化。 

 
(2) 進入“人臉識別”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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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進入“人臉名單”介面設置黑白名單，下拉清單中

選擇名單類型，按一下<添加>，設置名單名稱，按

一下<確定>，完成名單設置。 
 
 

 
說明： 
目前支持導入 5 個人臉庫，共 2000 條人臉記錄。 

 
(4) 按一下<範本匯出>，將範本導入到存放裝置中。匯

出後在該目錄下生成一個 Template.csv 的檔，即

完成範本匯出操作。 
 
(5) 填寫範本資訊，請確保圖片檔為人臉圖像，且清晰

可見。 

 
 

 
說明： 
請將圖片和範本檔放在同一資料夾下，圖片路徑格式：.\圖片

名稱，或.\圖片所在資料夾名稱\圖片名稱。 

 
(6) 選擇需要導入的名單，按一下<批量導入>，選中

Template.csv 文件，按一下<導入>。 
 
(7) 進入“報警布控”介面，按一下<新增布控任務>，

勾選“啟用佈防任務”，配置任務項。 
 
(8) 按一下<報警聯動>，進入聯動方式介面，配置報警

聯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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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版本支援報警聯動功能。 

 
(9) 進入“人臉識別”介面，選擇通道，最多可以選擇

四個通道，查看識別情況。 
 
(10) 進入報警查詢介面，選擇通道、設置查詢準則，查

詢報警資訊。 
 

9.5  異常配置 
異常配置是對異常事件的報警處理。異常事件包括硬碟

離線、硬碟異常（能檢測到硬碟，但是無法正常讀寫）、

非法訪問（用戶名不存在或密碼錯誤）、網路斷開和 IP
衝突（網路中存在與其 IP 位址相同的其他設備）等。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異常配置]，進入“異常

配置”介面。 
(2) 設置異常類型，選擇啟用各類聯動類型。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9.6  聲音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報警配置>聲音報警]，進入“聲音

報警”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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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者根據需要調節聲音報警時長。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用戶自訂時長範圍為 1~600 秒。 

 

9.7  報警聯動 
當報警產生時，可以通過聲音報警（蜂鳴器）、聯動存

儲（當報警產生時進行錄影存儲）、聯動預覽等。不同

產品型號支援的報警聯動類型不同，使用時請以實際顯

示為准。 

1. 聯動聲音報警 

發生報警時，設備會發出蜂鳴聲以示報警。 

2. 聯動發送郵件 

發生報警時，將報警資訊以郵件形式發給使用者，及時

通知用戶報警現象的發生。 

3. 聯動報警彈框 

發生報警時，系統將報警資訊彈框顯示。 

4. 聯動存儲 

發生報警時，系統會觸發選中通道進行錄影存儲，供事

後查閱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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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聯動預置位 

發生報警時，通過聯動預置位，把雲台攝像機調整到指

定位置，便於用戶有針對性的捕捉現場畫面。 

6. 聯動預覽 

發生報警時，會單畫面輪巡顯示使用者指定通道的實況，

以便用戶第一時間瞭解報警發生的情況。 

7. 聯動報警輸出 

發生報警時，設備會觸發相應的報警輸出，聯動協力廠

商設備的行為。 

8. 聯動抓圖 

發生報警時，系統會觸發選中通道進行抓圖。 

9.8  手動報警 

9.8.1  手動報警 
開關量報警輸出可通過手動觸發/清除。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手動操作>手動報警]，進入“手動

報警”介面。 
 
 
(2) 若需觸發或清除某通道開關量報警輸出，勾選該通

道，按一下<觸發>或<清除>，對應通道即觸發或

清除開關量報警輸出。 



 

94 
 

9.8.2  手動聲音報警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手動操作>手動報警]，進入“手動

聲音報警”介面。 
 
(2) 當蜂鳴器開啟時，勾選設備，按一下<停止>，手動

停止蜂鳴器。 

10 智能檢索 
僅部分設備支援智慧後檢索功能，包括：行為檢索、人

臉檢索、客流量。每種檢索的具體功能、應用場景以及

設置方法各不相同。 

 
注意： 
在使用行為檢索和人臉檢索功能之前，請先確保在智慧檢測基

本配置介面勾選對應通道的“存儲智慧圖片”。 

 

10.1  行為檢索 
行為檢索是基於智慧檢測事件的快速檢索；目前支援基

於越界檢測、區域入侵偵測的錄影後檢索。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智慧檢索>行為檢索]，進入“行為

檢索”介面。 
 
(2) 選擇通道，設置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選擇檢索類

型，按一下<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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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選擇圖示或者清單形式呈現檢索結果。選擇通道核

取方塊，進行備份操作。 

 
說明： 
• 您可以選擇備份圖片或者備份錄影。 
• 點擊播放按鈕可以播放該事件發生前後約 10 秒的錄影。 

 

10.2  人臉檢索 
人臉檢索是基於人臉檢測事件的圖片檢索。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智慧檢索>人臉檢索]，進入“人臉

檢索”介面。 
 
(2) 選擇通道，設置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按一下<檢

索>。 
 
(3) 選擇圖示或者清單形式呈現檢索結果。選擇通道核

取方塊，進行備份操作。 

 
說明： 
• 您可以選擇備份圖片或者備份錄影。 
• 點擊播放按鈕可以播放該事件發生前後約 10 秒的錄影。 

 

10.3  客流量 
客流量統計是在指定時間段內，對各通道進入和離開客

流量按日、周、月、年統計，有效節省人為統計時間、

提高精確度。 
操作步驟： 



 

96 
 

(1) 選擇[主功能表>智慧檢索>客流量]，進入“客流量”

介面。 
(2) 選擇通道（預設全選）、統計類型和報表類型，設

置統計時間，按一下<統計>。統計結果可以選擇圖

表或者清單形式呈現（下圖以圖表為例）。圖表呈

現時，滑鼠按一下某柱狀條，即可彈框顯示對應時

刻被選通道的具體情況。 
(3) 按一下<備份>，將統計資料備份到外接存放裝置中。 

 
注意： 
備份之前請先進行統計。 

 

11 網路配置 
若設備用於網路監控，則必須對網路進行設置才能正常

使用。 

 
說明： 
網口 1 默認 IP 地址為 192.168.1.30，網口 2 默認 IP 地址為

192.168.2.30，依次類推。 

 

11.1  TCP/IP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

“TCP/IP”介面。 
(2) 設置網路參數。可以配置 IPv4 位址、IPv6 位址、

子網路遮罩及閘道等參數。 
針對多網卡設備，有多址設定、負載均衡和網路容錯 3
種工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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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址設定：兩張網卡相互獨立工作，選擇“網卡選

擇”可分別對網卡進行設置。可選擇其中一張網卡

為“預設路由”，當設備主動連接外部網路時，資

料由預設路由轉發。 

• 負載均衡：兩張網卡綁定一個 IP 位址，且同時工作，

共同承擔設備輸入輸出頻寬。 

• 網路容錯：兩張網卡綁定一個 IP 位址，當主網卡出

現故障時，備份網卡進行無縫連接保證網路工作正

常。 

 

 
說明： 
• 對於多網卡設備，您可以選擇預設路由，預設網卡 1。 
• 對於帶 PoE 網口或者交換網口的設備，您可以配置內部網

卡的 IPv4 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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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多網卡設備切換工作模式後，已開啟的 802.1x 及 ARP 防

攻擊功能將會自動關閉。 
• MTU 有效範圍[576-1500]，若需要使用 IPv6 功能，請設置

範圍為[1280-1500]，同時確保 NVR 和 PC 的 IPv6 位址可

連通，若要查看實況、重播等業務，請確保 IPv4 地址也可

連通。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2  PPPoE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

“PPPoE”介面。 
 
 
(2) 啟用 PPPoE，並輸入 ISP（Internet 服務提供者）

提供的用戶名和密碼。撥號成功後將在介面下方顯

示裝置的 IP 資訊。 

 
說明： 
• 多網卡的設備根據預設路由所在網卡進行 PPPoE 撥號。 
• 要使用 PPPoE 功能，請先關閉 UNP 用戶端和 3G/4G 功

能。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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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DDNS 
若設備採用 PPPoE 方式連接公網，採用 DDNS（動態

功能變數名稱解析），可以實現通過功能變數名稱訪問

設備，有效解決動態 IP 對訪問設備帶來的不便。 

 
說明： 
在 web 流覽器中輸入 http://伺服器位址/設備功能變數名稱，

即可實現通過功能變數名稱訪問設備的 web 介面。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

“DDNS”介面。 
(2) 勾選“啟用 DDNS”，選擇 DDNS 類型。 

• 若 DDNS 類型為 DynDNS 或者 No-IP，請輸入裝置

功能變數名稱、用戶名、密碼並確認。 
 設備功能變數名稱指的是您在功能變數名稱網站

上（如 DynDNS）申請的功能變數名稱。 
 用戶名、密碼指的是您在功能變數名稱網站上

（如 DynDNS）註冊的帳號對應的用戶名和密碼。 

 
 

• 若 DDNS 類型為 DDNS，請直接自訂設備功能變數

名稱。按一下<測試>，可以檢測該功能變數名稱是

否可用。 

http://%E6%9C%8D%E5%8A%A1%E5%99%A8%E5%9C%B0%E5%9D%80/%E8%AE%BE%E5%A4%87%E5%9F%9F%E5%90%8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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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4  3G/4G 
僅部分設備支援該功能，設備插入上網卡後，通過

3G/4G 介面的簡單配置，可以使設備簡單方便的實現網

路連接。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

“3G/4G”介面。 
(2) 開啟 3G/4G。 
(3) 配置接入類型、撥號號碼、用戶名和密碼等資訊。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要使用 3G/4G 功能，請先關閉 UNP 用戶端和 PPPoE 功能。 

 

11.5  埠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埠”

介面。 
(2) 配置 NVR 的內部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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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如上埠的有效範圍是 1~65535，其中 21、23、2000、

3702 和 60000 為保留埠。注意所有埠配置不能重複。 
• 上行平臺可以通過調用介面上的 RTSP URL 格式查看該

NVR 的某個通道的實況。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6  埠映射 
埠映射分為 UPnP 與內外埠映射兩個功能。 

11.6.1  UPnP 
UPnP 全稱為通用隨插即用，啟用 UPnP 的 NAT 轉換規

則，實現自動埠映射，允許公網電腦訪問私網設備，讓

網路高效工作。 
前提條件：UPnP 功能需要路由器支援。故設置 UPnP
功能前，請先在路由器中啟用 UPnP。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埠映

射”介面。 
(2) 系統已預設啟用 UPnP，使用者可根據需要選擇映

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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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推薦選擇“自動協商”類型，自訂指定外部埠易衝突。 
• 多網卡的設備根據預設路由所在網卡進行埠映射。 

 
(3) 按一下<刷新>，查看清單中“UPnP 狀態”一欄是

否為已生效。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6.2  手動埠映射 
如果路由器不支援 UPnP，則需要手動編輯內外埠號，

才能進行遠端存取。 

 
說明： 
• 映射的原則是，NVR 的埠號要與路由器的埠號一致。 
• 若某些路由器只支持一類埠即同名埠時，要求 NVR 的外部

埠與內部埠一致，並相同于路由器埠。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埠映

射”介面。 
(2) 勾選“手動”映射方式，手動設置外部埠。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埠映射配置完成後，可在流覽器上輸入“路由器 WAN 口的 IP
位址：HTTP 外部埠號”來登錄 NVR 的 Web 介面，如：路由

器的外部 IP 位址為 10.2.2.10，HTTP 的外部埠為 82，則在流

覽器的位址欄輸入 http://10.2.2.10:82。 

 

http://10.2.2.1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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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郵件 
在配置郵件之前，請您確保相關報警聯動介面勾選了

“發送郵件”。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郵件”

介面。 
(2) 設置郵件相關參數。按一下<測試>，可以測試郵件

是否發送成功。 
如果要啟用伺服器驗證，則需輸入正確的用戶名和密碼。 
請根據實際郵箱輸入 SMTP 伺服器位址、埠值，並決定

是否勾選“啟用 TLS/SSL”。 

 
 

 
說明： 
默認 7*24 小時佈防。只有在佈防時間內才會發送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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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僅部分設備支援啟用圖片附件功能，使用時請以實際設備

介面為准。 
• 若您需要啟用圖片附件，請確保已經啟用抓圖計畫，同時

相關報警聯動介面勾選了“聯動抓圖”。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8  UNP 
UNP（Universal Network Passport，萬能網路護照）

是應用於監控系統公私網 NAT 穿越的技術。 
在伺服器上啟用並完成 UNP 伺服器配置後，需要對用

戶端完成 UNP 用戶端的配置。所有用戶端撥號成功後，

就可以實現全網網路互通。 
操作步驟如下：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UNP”

介面。 
(2) 勾選“啟用 UNP 用戶端”，輸入 UNP 伺服器位址。

若啟用“啟用鑒權”，則需要輸入用戶名和密碼

（與 UNP 伺服器配置的用戶名和密碼保持一致）。 
(3) 按一下<應用>，UNP 伺服器會為 NVR 自動分配一

個 IP 位址。 
 

 
說明： 
要使用 UNP 用戶端功能，請先關閉 PPPoE 和 3G/4G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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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FTP 

 
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 FTP 配置，使用時請以實際設備為准。 
• 使用 FTP 功能的前提是您需要購買或者下載 FTP 伺服器。 
• 如果啟用並成功連接了 FTP 伺服器，系統會自動把圖片上

傳到 FTP 伺服器。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FTP”

介面。 
(2) 勾選“啟用 FTP”，輸入 FTP 伺服器的 IP 位址、

用戶名和密碼，設置遠端目錄和圖片上傳間隔。 

 
說明： 
• 按一下<測試>即可驗證 FTP 是否連接成功。 
• 遠端目錄為空時，系統會直接按照 IP、時間和通道建立不

同的資料夾。按照格式（abc/efg/xyz）輸入遠端目錄，系

統會將在 FTP 根目錄下逐層建立相應名稱的資料夾，然後再按

照 IP、時間、通道建立不同的資料夾。 

 
(3) 選擇需要上傳圖片的通道，按一下上傳計畫按鈕，

進入“上傳計畫”介面，設置該通道需要上傳圖片

的時間段和圖片類型。 

 
說明： 
• 選擇事件類型的圖片上傳時，需要您在啟用抓圖計畫的同

時，配置該事件的報警聯動抓圖。 
• 若其他天的上傳計畫相同，可在“複製到星期”核取方塊

中勾選相應的時間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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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到通道按鈕勾選相應的

通道。 

11.10  SNMP 
使用者可通過 SNMP 協議與上級平臺進行對接，獲取系

統時間。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

“SNMP”介面。勾選“啟用 SNMP”。 
 
(2) 選擇 SNMP 類型。 
• Snmp V2 
設置讀共同體名稱、寫共同體名稱。用於平臺端讀取

NVR 資料。 
• Snmp V3 
設置認證密碼、加密密碼。認證密碼用於平臺端訪問

NVR，加密密碼用於加密 NVR 發送給平臺端的資料。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1.11  報警上報 
NVR 發生報警事件、異常事件時，可以將此信號發送給

運行在遠端的報警主機。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報警

上報”介面。 
 
(2) 勾選“啟用報警上報”，設置“伺服器 IP 位址”及

“SIP 伺服器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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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實現將報警相關報文發送給報警主機，主機報警形式請根據

實際情況實現。 

 

11.12  視圖庫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視圖

庫”介面。 
 
 
(2) “視圖庫編碼”，“視圖庫埠”使用預設配置。按一

下 按鈕，設置通道編碼。 

(3) 按一下<確定>，完成 NVR 配置。 
(4) 登錄 IPC 的 Web 介面，選擇[配置>系統組態]，進

入“照片伺服器”介面。 
(5) 配置相關參數： 
TMS 伺服器地址：要連接 NVR 的位址 

TMS 伺服器埠：與 NVR 視圖庫埠一致 
平臺通信類型：根據實際需要選擇 
卡口編碼：對應 NVR“視圖庫編碼”  
設備編號：對應 NVR“通道編碼” 
平臺接入密碼：預設配置 
接入平臺用戶名：預設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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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平臺通信類型不同，配置參數也不盡相同，請以實際介面為

准。 

 

 
說明： 
抓拍圖片，可選擇[主功能表>智慧檢索>車輛檢索]，進入“車

輛檢索”介面獲取。 

 

11.13  CDN管理 
Content Delivery Network，內容分發網路，可實現多使

用者端查看監控實況及錄影。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CDN

管理”介面。 
 
 
(2) 勾選“啟用 CDN 管理”，選擇通道。按一下<應用>，

完成配置。 

11.14  監管平臺 
對接監管平臺可實現設備日誌和設備狀態等資訊的上報，

報警聯動抓圖、計畫抓圖的上傳以及手動上傳報修、維

保資訊和手動抓圖。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監管

平臺”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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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選“啟用監管平臺”，輸入裝置編碼，伺服器位

址以及伺服器埠（默認為 5901）。 
(3) 選擇通道編號，設置抓圖相關參數。 
(4) 按一下<報修>，可選擇故障類型並將報修說明上傳

至監管平臺；按一下<維保>，可選擇維保結果並將

維保說明上傳至監管平臺；按一下<手動抓圖>，可

對多個通道進行手動抓圖並上傳至監管平臺。 

11.15  組播 
通過 web 用戶端訪問 NVR，若超過了設備的訪問上限，

則會無法預覽視頻畫面，此時可以通過對設備設置組播

IP，採用組播協定訪問的方式來解決。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組播”

介面。 
(2) 啟用組播，輸入組播位址和埠。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4) 使用 Web 登錄 NVR，選擇[配置>用戶端配置]，修

改實況協定為“組播”。此時就可以通過組播形式

預覽視頻畫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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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組播的位址是保留的 D 類位址，從 224.0.1.0—

238.255.255.255 可以用於 Internet 上； 
224.0.0.0—239.255.255.255 中一些位址有特定的用處，如

224.0.0.0—244.0.0.255 只能用於局域網中，路由器不會進行

轉發，224.0.0.1 是所有主機的位址，224.0.0.2 是所有路由器

地址，224.0.0.5 是所有 ospf 路由器地址，224.0.0.13 是

PIMv2 路由器地址；239.0.0.0—239.255.255.255 是私有地址

（如 192.168.x..x）。 

 

12 硬碟配置 

12.1  硬碟管理 
進行硬碟相關操作之前請確保已正確安裝硬碟。僅

admin 使用者可以對硬碟進行格式化或屬性設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硬碟管理]，進入“硬碟

管理”介面。 

 
 
(2) 硬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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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添加擴展硬碟 

按一下<添加>，進入如下介面。選擇用途（錄影/抓圖、

備份）和類型（目前只支援 NAS，最多可添加 8 個

NAS 盤），輸入伺服器位址和目錄，完成擴展硬碟的添

加。 

 

• 格式化 

本地硬碟：勾選硬碟，按一下<格式化>，彈出系統提示，

按一下<是>。 
外接硬碟：勾選硬碟，按一下<格式化>，彈出系統提示，

選擇格式化檔。 

 
說明： 
• 本地硬碟安裝後支援自動格式化功能。擴展硬碟不支援自

動格式化功能。 
• 格式化將會刪除硬碟上的所有資料，設備正常使用過程

中，請謹慎操作。 

 

• 編輯硬碟 

勾選硬碟，按一下 ，選擇硬碟用途（錄影/抓圖、備

份）、屬性（讀寫、唯讀、冗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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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只有錄影/抓圖用途的硬碟支援屬性設置。 
• 僅部分設備支援硬碟冗餘屬性。 
• 外接的 eSATA 盤同樣可以選擇“錄影/抓圖”或“備份”

的用途，且支持卸載。eSATA 盤同 NAS 盤一樣不支持創

建陣列。 

 

12.2  陣列配置 

 
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 RAID（Redundant Arrays of Independent 

Disks，獨立磁碟容錯陣列）配置。使用 RAID 可以提高磁

片讀寫效率和資料的安全性。 
• 目前支援的陣列類型有 RAID0、RAID1、RAID5、

RAID6、RAID10、RAID50 和 RAID60。 

 
陣列類型 硬碟數量 

RAID0 2~8塊 

RAID1 2塊 

RAID5 3~8塊 

RAID6 4~8塊 

RAID10 4~16塊，且是2的整數倍 

RAID50 6~16塊 

RAID60 8~16塊 

 
進行陣列配置前，需先啟用 RAID 模式。 
操作步驟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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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陣列配置]，進入“陣列

配置”介面。 
(2) 勾選“啟用 RAID 模式”，彈出系統提示，按一下

<是>，完成啟用。 

12.2.2  陣列創建 

1. 一鍵創建 

通過一鍵配置，設備可以實現快速創建陣列。 
操作步驟如下：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陣列配置]，進入“物理

磁片”頁簽。 
(2) 按一下<一鍵配置>，系統自動完成陣列創建。 

 
說明： 
• 一鍵配置時不需要勾選盤號，系統自動識別所有可用磁

片。 
• 當可用磁片總數等於 2 時，系統自動創建為 RAID1 陣列。 
• 當可用磁片總數大於等於 3 時，系統自動創建為 RAID5 陣

列。如果有 4 個以上的可用磁片，系統還會自動生成一個

全域熱備盤。 
• 一鍵配置的陣列名稱格式默認為 ARRAYX，如 ARRAY1，

ARRAY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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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動創建 

 
說明： 
• 為了避免浪費硬碟資源，手動創建陣列時請覆蓋所有硬

碟。 
• 手動創建陣列不會自動生成熱備盤。為確保陣列重建成功

及系統運行穩定，建議您設置熱備盤。 

 
用戶可以通過手動操作創建所需的陣列，以創建 RAID5
為例說明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陣列配置]，進入“物理

磁片”頁簽。 
(2) 勾選盤號，按一下<手動創建>，進入“創建陣列”

介面，自訂陣列名稱，選擇陣列類型和本地盤。 
 
 
(3) 按一下<確定>，完成手動創建。 
 

12.2.3  陣列重建 
陣列的狀態主要有正常、衰退、損壞、重建四種，可通

過查看陣列狀態及時對磁片加以維護，以發揮磁碟陣列

優勢，保證資料存儲的安全與可靠。 
 

 
說明： 
為及時發現陣列衰退及陣列損壞的情況，您可以進入[主功能

表>報警配置>異常配置]中，對陣列衰退、陣列損壞進行報警

及聯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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陣列未出現物理磁片丟失時，其工作狀態為正常；物理

磁片丟失數目超過該類陣列所允許限度時，陣列工作狀

態為損壞；介於兩者之間，陣列狀態為衰退。當陣列處

於衰退狀態時，可通過陣列重建功能，使其恢復正常狀

態。 

 
說明： 
以一個 4 塊磁片組成的 RAID5 陣列舉例來說，丟失 1 塊硬碟

後，陣列狀態轉為“衰退”，丟失 2 塊硬碟後，陣列狀態則為

“損壞”。 

 

1. 自動重建 

當陣列處於衰退狀態時，10 分鐘後系統可自動進行陣列

重建，將熱備盤用於陣列重建，保證陣列的安全。 
自動重建條件： 

• 陣列狀態為衰退； 

• 在陣列中存在熱備盤，且熱備盤容量不小於陣列中

最小磁片的容量。 

2. 手動重建 

當硬碟損壞且系統沒有熱備盤的情況時，陣列無法進行

自動重建，需用戶進行手動重建，使陣列恢復正常狀態。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陣列配置]，進入“陣列”

頁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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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需要重建的陣列，按一下重建按鈕 ，進入重

建陣列介面。 
(3) 選擇本地盤，按一下<確定>，完成手動重建。 

 
說明： 
本地盤預設勾選第一個達到要求的硬碟。 

 

12.2.4  陣列刪除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陣列配置]，進入“陣列”

頁簽。 

(2) 選擇待刪除的陣列，按一下刪除按鈕 ，彈出系統

提示。按一下<是>，完成刪除。 

 
注意： 
刪除陣列會丟失磁片上的全部資料，請您謹慎操作。 

 

12.3  盤組配置 
通過對硬碟分組可以將指定通道寫入指定盤組，滿足

IPC 的不同存儲時長需求。支持將不同陣列劃分到不同

盤組。 

 
注意： 
• 配置為冗餘的硬碟不能再進行盤組配置。 
• 格式化硬碟會導致盤組資訊被初始化。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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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盤組配置]，進入“盤組

配置”介面。 
(2) 勾選“啟用盤組模式”（預設所有硬碟所屬盤組

1），按一下 按鈕，選擇硬碟所屬盤組。 
(3) 按一下<確定>，完成配置。 
 

12.4  容量配置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容量配置]，進入“容量

配置”介面。 

 
 
(2) 選擇通道和盤組，分配錄影、圖片容量。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 若其他通道的設置相同，可按一下<複製>按鈕勾選相應的通道。 

• 僅盤組模式下，支援將指定通道寫入指定盤組，滿足 IPC
的不同存儲時長需求。 

 

12.5  高級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存儲配置>高級配置]，進入“高級

配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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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滿策略類型。 

• 滿覆蓋： 

 當某通道分配容量為 0 時，共用硬碟剩餘容量，

檔存儲滿時迴圈覆蓋剩餘容量。 
 當某通道分配容量不為 0 時，檔存儲滿時會迴圈

覆蓋被分配的容量。 

• 滿即停：該策略僅針對分配容量不為 0 的通道（分

配容量為 0 的通道只會被滿覆蓋），當檔存儲達到

被分配容量時，不再繼續進行錄影或抓圖。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2.6  硬碟檢測 

12.6.1  S.M.A.R.T.檢測 
S.M.A.R.T.檢測技術可以對磁頭、碟片、馬達、電路等

進行檢測，及時分析並評估硬碟的健康狀態。部分硬碟

可能不支援相關檢測。 



 

119 
 

 

 
注意： 
當硬碟未通過自我評估時，繼續使用硬碟會存在較大風險，請

您慎重選擇。 

 

 
說明： 
• 自檢類型分為：簡短型、擴展型和傳輸型。簡短型檢測的

內容少，速度快；擴展型檢測更全面徹底，時間也更長；

傳輸型主要是檢測資料傳輸時的問題。 
• 整體評估的狀態有：“健康狀況良好”、“故障”和“存

在損毀的磁區”3 種。“故障”情況下，建議更換硬碟，

具體請聯繫我司技術支持。 

 

12.6.2  壞道檢測 
設備系統通過唯讀的方式檢測硬碟中存在的損毀的磁區。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硬碟檢測]，進入“壞道

檢測”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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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盤位元與檢測方式，按一下<開始檢測>，開始

對當前硬碟進行壞道檢測。按一下<停止檢測>可停

止對當前硬碟的檢測。 

 

 
注意： 
當壞道檢測錯誤數達到 100 時自動停止檢測。 

 

13 系統組態 

13.1  基本配置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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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基本配置]，進入“基本

配置”介面。 
(2) 配置基本參數。 

• 僅 admin 使用者可配置“啟用操作密碼”。若不勾

選“啟用操作密碼”，登錄本地介面時則無需輸入

密碼。但當系統被登出後，再次進入功能表時，需

要對用戶名和密碼進行驗證。 

• 部分 NVR 支援“智慧標籤”功能。同時啟用 NVR

和 IPC 的智慧標籤，可以實現將人臉/區域/越界報警

配置的區域/線和智慧資料即時的變化情況，呈現在

實況預覽/行為檢索/報警配置介面。 

 
說明： 
智慧標籤呈現的形式是不同顏色的區域/線。黃色：人臉/區域/
越界所配置的區域/線；綠色：未觸發規則但智慧資料發生了

變化；紅色：該區域的資料觸發了規則（指預先對智慧報警配

置的規則），發生了智慧報警。 

 

• 按一下<開機嚮導>，可以實現直接在主功能表介面

設置嚮導。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2  時間配置 

13.2.1  時間配置 
操作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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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時間配置]，進入“時間

配置”頁簽。 
(2) 選擇時區和日期、時間格式，手動配置系統時間。

您也可以啟用自動更新，並配置 NTP 伺服器位址、

埠及更新間隔。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2.2  時間同步 
實際應用中，一台攝像機可能被多台 NVR 管理，如果

NVR 同步攝像機時間可能會引入時間不一致問題，導致

錄影存儲混亂。這時候您可以手動關閉時間同步功能。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時間配置]，進入“時間

同步”頁簽。 
(2) 選擇是否勾選“同步攝像機時間”（默認勾選）。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 攝像機首次上線，將會被同步一次時間。 
• 開啟時間同步後，每隔 30 分鐘將會同步一次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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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串口配置 
串口參數應與所連接的串列設備匹配。當進行雲台控制

時需要配置串口參數。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串口配置]，進入“串口

配置”介面。 
(2) 配置串口參數。 

 
說明： 
選擇控制鍵盤的串口模式，可以實現利用外接鍵盤進行設備操

作。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4  使用者配置 
使用者是系統管理和操作的實體。使用者類型是一組操

作許可權的集合。當把某類型分配給某個用戶後，該用

戶就擁有了該類型中定義的所有權限。 
系統支援四種使用者類型： 

• admin：系統預設的超級管理員，擁有所有權限，預

設初始密碼 123456。 

• default：系統預設的保留使用者，無法新增和刪除，

默認只能使用實況和對講許可權且只有 admin 使用

者可配置。 

• 操作員：默認具有基本許可權和通道許可權。 

• 普通用戶：默認具有通道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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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僅 admin 用戶可增加、刪除用戶和修改其他用戶許可權。 
• 當 default 用戶被（admin 用戶）禁用某通道實況和對講許

可權時，該通道在無使用者登錄情況下被鎖定，對應窗格

出現 圖示。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使用者配置]，進入“使

用者配置”介面。 
(2) 各類使用者配置。 

• 增加用戶 

a. 按一下<增加>，進入修改/增加使用者介面。 
b. 輸入用戶名（不能為空、不能設置中文）、密碼，選擇

使用者類型和用戶許可權。 
c. 按一下<確定>，完成配置。 

• 刪除用戶 

按一下刪除按鈕 ，彈出系統提示，按一下<是>後完成

刪除操作。 

• 修改用戶 

按一下編輯按鈕 ，進入修改/增加使用者介面，可修改

使用者類型、使用者密碼或許可權。 

 
說明： 
修改某使用者密碼後，下次使用該使用者登錄系統時需要使用

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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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安全配置 

13.5.1  IP 許可權 
通過設置 IP 許可權，所有用戶僅能在限定的 IP 內訪問

設備的 Web 介面，從而確保設備的安全。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IP 許

可權”介面。 

 
 
(2) 勾選“啟用 IP 許可權”，選擇許可權類型，輸入

起始位址和結束位址，按一下<添加>。 

 
說明： 
• 選擇黑名單時，表示列表中的 IP 使用者將無法遠端存取設

備。 
• 選擇白名單時，表示只有列表中的 IP 使用者才能遠端存取

設備。白名單設置為空時，將無法遠端存取設備。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5.2  ONVIF 認證 
設置 ONVIF 認證，通過 ONVIF 協定訪問設備需要用戶

名密碼認證。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

“ONVIF 認證”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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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勾選“啟用認證”。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5.3  ARP 防攻擊 
ARP 攻擊就是通過偽造 IP 地址和 MAC 地址實現 ARP
欺騙，主要是存在於局域網中。設置 ARP 防攻擊，設

備將會對訪問來源的物理位址進行核實，從而防止 ARP
攻擊。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ARP

防攻擊”介面。 

 

(2) 選擇網卡，啟用 ARP 防攻擊。 
(3) 自動獲取或手動配置閘道物理位址。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說明： 
多網卡設備修改工作模式後，該功能將會自動關閉。 

 

13.5.4  802.1x 
802.1x 是一種基於埠的網路接入控制協定，主要解決局域網

內認證和安全方面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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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僅部分設備支援該功能。 
• 多網卡設備修改工作模式後，該功能將會自動關閉。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

“802.1x”介面。 
(2) 選擇網卡，啟用 802.1x。 
(3) 選擇 EAPOL 版本，並輸入認證伺服器的用戶名、

密碼。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5.5  視頻浮水印 
通過視頻浮水印，可以自訂加密資訊，防止外界刪除、

篡改視頻資訊。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視頻

浮水印”介面。 

 
(2) 選擇通道，啟用視頻浮水印。 
(3) 輸入浮水印內容。 
(4)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5.6  安全密碼 
安全密碼規定了不同密碼模式下，強、弱密碼的使用權

限。安全密碼的密碼模式分為“友好密碼”和“增強式

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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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安全配置]，進入“安全

密碼”介面。 

 

(2) 選擇是否開啟增強式密碼。系統預設開啟友好密碼

模式。 

• 友好密碼 

友好模式下，除同網段、三個私網網段（10.0.0.0/8、
172.16.0.0/12、192.168.0.0/24）外，必須使用強式密

碼登錄。 

• 增強式密碼 

開啟增強式密碼後，若識別使用者密碼為弱密碼，則提

示更改為強式密碼。且新增使用者密碼也必須為強式密

碼。 
 

 
說明： 
僅 admin 使用者可進行安全密碼配置。 

 
(3) 按一下<應用>，完成配置。 
 

13.6  熱備配置 
僅部分設備支援 N+1 熱備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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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台工作的 NVR 中，有一台發生故障時，熱備 NVR 接

管該異常 NVR 工作；等其恢復上線後，熱備 NVR 釋放

業務並進行資料回遷，從而保證資料存儲的可靠性和連

續性。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熱備配置]，進入“熱備

配置”介面。 
(2) 選擇工作模式。工作模式有普通模式（工作機）和

熱備模式（備份機），預設為普通模式。 

• 普通模式 

普通模式下，需要您自訂添加備份機，否則熱備功能不

生效。操作步驟如下： 
步骤1 按一下<自訂添加>按鈕。 
步骤2 輸入需要添加設備的相關資訊（用戶名固定是 admin），按一

下<添加>完成配置。 

• 熱備模式 

工作模式為熱備模式時，清單中顯示所有添加了本機的

工作機。 
 

 
說明： 
• 切換工作模式需要重啟設備，重啟後設備的部分參數及介

面，將發生變化。 
• 有多台設備同時發生故障時，只有一台設備進行備份，其

他等待備份。 
• 工作機切換成備份機時，部分功能被裁剪，部分參數恢復

成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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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統維護 

14.1  系統資訊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資訊]，您可以即時查看

當前設備的基本資訊，便於後期維護。 

1. 系統資訊 

在[系統資訊]頁簽，您可以查看設備的型號、產品條碼、

軟體版本及其發佈時間和設備執行時間資訊。 

 
 

2. 通道狀態 

在[通道狀態]頁簽可以查看各通道的狀態資訊。 

 
 

3. 錄影狀態 

在[錄影狀態]頁簽可以查看各通道的錄影狀態及編碼參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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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線上用戶 

在[線上用戶]頁簽可以查看當前登錄該設備的使用者資

訊。 
admin 用戶支援強制其他用戶下線功能。 

 

5. 硬碟狀態 

在[硬碟狀態]頁簽可以查看連接在該設備中的硬碟狀態

及屬性等資訊。 

 
 

6. 解碼卡狀態 

在[解碼卡狀態]頁簽可以查看解碼卡的狀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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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僅部分設備支援該功能。 

7. 智慧棒資訊 

智慧棒資訊介面可查看智慧棒“狀態”、“軟體版本”、
“序號”資訊。 
 

14.2  網路資訊 

14.2.1  網路流量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網路流量”

介面。通過網路流量監控，可即時獲取設備網卡流量、

MTU 等有效資訊。 

 

14.2.2  網路檢測 

1. 網路延時、丟包測試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網路

檢測”介面。 



 

133 
 

(2) 輸入測試位址，按一下<測試>，進行網路延時和丟

包測試。 

 
說明： 
系統預設測試包大小為 3000 位元組，您可以根據實際網路環

境作調整。 

 

• 若測試成功，顯示成功連接至測試功能變數名稱的

結果，包括平均延時和丟包率。 

• 若測試不成功，結果顯示“目的地址不可達”。 

 

 

2. 網路抓包、備份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網路

檢測”介面。 
(2) 選擇備份的 USB 設備，指定抓包的埠和 IP。 
(3) 選擇網卡，按一下右側的 ，開始抓包。按一下<

查看抓包>，您可以在備份設備的根目錄下獲取到

抓包的備份檔案。 



 

134 
 

 
說明： 
• 系統預設資料包大小為 1520 位元組，您可以自訂調整。 
• 抓包備份的檔命名規則為“網卡名稱_時間.pcap”。 
• 當 Web 端開始抓包時，設備不能進行抓包操作。 
• 當使用 UNP 用戶端、PPPoE、3G/4G 撥號成功後，網卡

清單將會新增一個對應的虛擬網卡，您也可以對該網卡進

行抓包操作。 

 

14.2.3  網路狀態 
在[網路狀態]頁簽可以查看設備的各種網路參數。 

14.2.4  3G/4G 網路狀態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3G/4G 網

路狀態”介面。您可以查看 3G/4G 網卡的網路參數。 

14.2.5  PoE/交換網口狀態 

 
說明： 
僅 PoE 或交換網口設備支援該狀態頁簽。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PoE/交換

網口狀態”介面。您可以查看 PoE/交換網口的連接狀

態（如下圖，網口 3 呈現藍色表明已被使用）。PoE 設

備還可以查看功率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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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6  網路資源統計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網路資訊]，進入“網路資源

統計”介面。您可以查看設備頻寬使用情況。 

 
 

 
說明： 
• 網路接收剩餘頻寬不足時會導致 IP 設備不能上線。 
• 網路發送剩餘頻寬不足時會導致 NVR 設備無法實現遠端實

況、重播和下載。 

 

14.3  日誌查詢 
日誌可以對使用者的歷史操作及設備狀態進行記錄，借

助日誌可查詢設備使用狀態。您也可以通過日誌來查看

報警資訊的詳細情況。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日誌查詢]，進入“日誌

查詢”介面。 
(2) 設置日誌查詢準則。 
設置起止時間、日誌主類型、日誌子類型。 
(3) 查詢日誌。 
按一下<查詢>，將顯示符合條件的日誌資訊。 



 

136 
 

 
 
(4) 日誌重播 
如果需要查看當前日誌時間點的錄影，請按一下 按鈕。 

 
說明： 
• 部分日誌不支援日誌播放功能，請以實際介面為准。 
• 日誌重播的時間為警前 1 分鐘，警後 10 分鐘。 

 
(5) 日誌備份 
如果需要匯出日誌資訊，請按一下<日誌備份>按鈕，選

擇備份格式後，按一下<備份>按鈕，將日誌資訊備份到

存放裝置中。 
 

14.4  系統備份 

1. 系統備份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備份]，進入“系統

備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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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各類配置操作。 

• 如果需要匯出配置資訊，請按一下<配置匯出>進行

匯出操作。等待一段時間後，在該目錄下生成一個

*.xml 的檔，即完成配置匯出操作。 

• 如果需要導入配置資訊，請在目錄清單中按兩下目

錄，選中名為*.xml 的文件。按一下<配置導入>，確

認後導入該設定檔 
 

 
注意： 
• 刪除檔時會將資料永久刪除，請您謹慎操作。 
• 僅 admin 使用者可以進行診斷資訊匯出、配置導入和配置

匯出的操作 

2. 診斷資訊 

設備可保存 14 天的診斷資訊，存滿後先覆蓋最早診斷

的資訊，依次類推。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備份]，進入“診斷

資訊”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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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設備類型 
• NVR 
NVR 歷史診斷資訊每天 00:00 生成。如需匯出診斷資訊，

請按一下<備份>；如需匯出當前時刻的診斷資訊，請點

擊<匯出>。 
• IPC 
IPC 歷史診斷資訊每天 00:05 生成。選擇需要備份的通

道，如需匯出診斷資訊，請按一下<備份>；如需匯出當

前時刻的診斷資訊，請點擊<匯出>。 

 
說明： 

 IPC 診斷資訊記錄以通道劃分，即同一個 IPC 加入不同的通

道，那麼每個通道都會記錄該 IPC 的診斷資訊。 

 

14.5  系統恢復 
恢復預設配置操作分為簡單恢復和完全恢復： 



 

139 
 

• 簡單恢復：將除網路參數、使用者參數和時間參數

外的其他所有參數恢復預設配置。 

• 完全恢復：恢復所有參數的預設配置。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恢復]，進入“系統

恢復”介面。 
(2) 恢復預設配置。根據實際需要，按一下<簡單恢復>

或<完全恢復>，在提示框中按一下<確定>後，設

備將重啟並恢復預設配置。 

 
說明： 
使用簡單恢復或完全恢復後都不會刪除錄影和操作日誌。 

 

14.6  自動維護 
僅 admin 用戶可以進行自動維護操作。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自動維護]，進入“自動

維護”介面。 
(2) 根據實際需要，設置自動重啟系統的時間及自動刪

除檔的時間。 

 
 

 
注意： 
自動刪除的檔不可恢復，請謹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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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  系統升級 
設備升級有以下兩 
備中選擇保存升級檔的目錄，按一下<升級>，開始本地

升級。種方式，升級完成，設備重啟即採用最新的系統

程式。 

• 本地升級：通過 USB 存放裝置中的升級檔進行本地

升級。 

• 雲升級：通過雲伺服器線上升級。 

 
注意： 
升級時請您確保設備不斷電不斷網。若設備在頻繁斷電的環境

中使用，請配備 UPS。 

 

1. 本地升級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升級]，進入“本地

升級”介面。 
(2) 在 USB 存儲設 

2. 雲升級 

 
說明： 
• 雲升級前，請確保 DNS 伺服器有效，查看和修改 DNS 的

路徑：主功能表>系統組態>網路配置，進入有線網路介

面。 
• 雲升級速度會受網速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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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升級]，進入“雲升

級”介面。 
(2) 按一下<檢查更新>，系統線上檢查版本。 

• 如果有最新版本，介面顯示最新版本和發佈時間，

按一下<升級>，開始雲升級； 

• 如果沒有最新版本，介面顯示最新版本和發佈時間，

並提示當前已是最新版本。 
 

15 設備關機 
在設備關機頁面，使用者可進行登出、設備重啟和設備

關機操作。 
設備關機是指在設備不斷電的情況下關閉正在運行的系

統進程。如果長時間不運行，建議斷開電源。 
您還可以長按前面板上的【開關】鍵 3 秒以上，確認後

對設備進行關機。 
操作步驟： 
(1) 選擇[主功能表>設備關機>設備關機]，進入“設備

關機”介面。 
(2) 選擇功能按鍵，對設備進行登出或重啟或關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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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設備異常關機（如斷電）可能導致您對設備正在進行的配置丟

失。若您正在進行版本升級，則可能導致設備無法啟動等情

況，請謹慎操作。 

 

第二部分：Web 操作 

1 操作必讀 
您可以通過 Web 介面直觀方便地管理和維護設備，進

行 Web 介面操作前請確認： 

• 您具備相應的操作許可權。 

• 設備正常運行。用戶端電腦與設備的網路連通。 

• 用戶端電腦上建議安裝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及以上版本的流覽器，支持 Firefox、Chrome、
Opera 流覽器。 

• 用戶端電腦系統的最低要求是 WinXP/Win7/Win8。 

• 64 位元系統需使用 32 位元的流覽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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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介面提示資訊，下文將不區分說明。 
• 下文中貼圖僅為示意（不同型號設備可能會有差異），用

戶使用時請以實際顯示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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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錄 
(1) 在用戶端電腦上打開 Web 流覽器，在地址欄中輸

入裝置 IP 地址（默認為 192.168.1.30），按回車

鍵，首次登錄時請根據系統提示載入最新控制項。

安裝控制項時請關閉流覽器。 
(2) 在登錄對話方塊中輸入正確的用戶名和密碼

（admin 使用者的密碼預設為 123456），按一下<
登錄>，即可進入 Web 介面。 

 
注意： 
預設密碼僅供首次登錄使用，為保證安全，強烈建議您將預設

密碼設置為強式密碼。強弱密碼策略： 
• 強式密碼：長度大於等於 8 位元，且包含大寫字母、小寫

字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 3 種或以上； 
• 中密碼：長度大於等於 8 位元，且包含大寫字母、小寫字

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的 2 種 
• 弱密碼：長度小於 8 位元，或者只包含大寫字母、小寫字

母、特殊字元、阿拉伯數字四者中的 1 種。 

 

3 實況 
登錄成功後預設進入實況預覽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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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實況控制按鈕說明 

圖示 說明 圖示 說明 

 

語音對講 /  
主碼流/輔
碼流 

/  
開始/停止

所有實況 /  
上一屏/下
一屏 

 

分屏切換  全屏 

 

全域碼流

類型選擇  
幀率/碼率/
解析度/丟
包率 

 

抓圖  數位放大 

 

本地錄影 /  
靜音/取消

靜音 

/  語音對講  3D定位 

/  
打開/關閉

控制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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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 設備名稱左側的圖示 表示支援 WEB 和 NVR 之間的語音

對講，通道名稱左側的圖示 表示支援 WEB 和 IPC 之間

的語音對講。 
• 離線或單流的攝像機預設只顯示主碼流 。 
• 抓拍的圖片檔命名規則為：IP 位址_通道編號_抓拍系統日

期(時-分-秒-毫秒).檔案格式。默認存放地址為：

C:\Users\[用戶名]\Surveillance\Snap\系統日期（yyyy-mm-
dd）。 

• 本地錄影的檔命名規則為：IP 位址_通道編號_S 錄影開始

系統時間(時-分-秒)_E 錄影停止系統時間(時-分-秒).檔案格

式。默認存放地址為：C:\Users\[用戶

名]\Surveillance\Record\系統日期（yyyy-mm-dd）。 

 

4 重播 
按一下[重播]頁簽，進入重播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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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 重播控制按鈕說明 
圖示 說明 圖示 說明 

/  播放/暫停  停止 

 

倒放 /  減速/加速 

/  
回退30秒/
前進30秒 /  

逐幀回退/逐
幀前進 

/  
上一時段/
下一時段 /  

錄影剪輯/暫
停剪輯 

 

保存剪輯

的錄影  抓拍 

 

數位放大  
音量調節；打

開/關閉聲音 

 

5 配置 
登錄成功後按一下[配置]功能表，進入配置介面，按一

下左側的頁簽進行相應的配置操作。 

附錄：常見問題解答 
問題描述 可能原因及解決方案 

忘記登錄密碼 

在admin用戶登錄對話方塊左下角按一下

“忘記密碼？”進入找回密碼介面，兩種

方法： 
• 打開手機用戶端，選擇[本地配置>找

回設備密碼]，掃描介面上的二維碼。 
• 將介面上的產品條碼提供給客服。 

默認IP位址

(192.168.1.30)無法訪問 
軟體版本不配套，請嘗試192.168.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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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 可能原因及解決方案 

Web控制項載入失敗 

• 控制項安裝過程中，請關閉所有流覽

器。 
• 關閉所有防火牆和殺毒軟體。 
• 打開 IE 流覽器，[工具>Internet 選項>

常規>設置]，打開“Internet 暫存檔

案”頁簽，將“檢查存儲的頁面的較

新版本”設定在“每次訪問網頁

時”。 
• 打開 IE 流覽器，[工具>Internet 選項>

安全]，將設備 IP 加入可信網站。 
• 打開 IE 流覽器，[工具>相容性視圖設

置]，將設備 IP 加入相容性視圖。 
• 刪除流覽器緩存。 

Web介面實況黑屏 

請檢查實況介面是否有碼流。 
• 無碼流，請檢查防火牆/殺毒軟體是否

已經關閉。 
• 有碼流，可能是電腦顯卡驅動有問

題，建議重新下載顯卡驅動。 

攝像機離線，本地顯示

“無網路視頻” 

選擇[主功能表>系統維護>系統資訊]，進

入“通道狀態”介面，查看離線狀態原

因，常見原因有網路不通、用戶名密碼錯

誤、弱密碼拒絕訪問和頻寬不足等。 
• 首先檢查是否存在網路連接或配置問

題。 
• 若是用戶名密碼錯誤，則檢查 NVR 中

設置的攝像機密碼與攝像機的登錄密

碼是否一致。 
• 若是弱密碼拒絕訪問，則登錄攝像機

web 介面修改其管理員密碼為強式密

碼。 
• 若是頻寬不足，可以嘗試刪除 NVR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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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描述 可能原因及解決方案 
其他線上 IP 設備。 

本地只顯示部分實況，

其他顯示“資源不足” 

• 攝像機選擇輔流編碼，並降低解析度

為 D1。 
• NVR 選擇優先使用輔流建實況。 

攝像機反復上下線 
• 檢查網路穩定性。 
• 升級攝像機與 NVR 的軟體版本，請聯

繫我司售後人員獲取版本。 

本地實況正常，重播時

查詢不到錄影 

• 確保正確配置錄影計畫。 
• NVR 時間和時區不正確。 
• 硬碟損壞。 
• 目標錄影被覆蓋。 

運動檢測報警配置不生

效 

• 檢查是否勾選“啟用運動檢測”，並

正確配置運動檢測區域。 
• 檢查靈敏度。 
• 檢查是否正確配置佈防時間。 

設備無法識別硬碟 

• 請使用標配的電源適配器。 
• 將設備斷電後重新插拔硬碟。 
• 更換至其他硬碟槽位元。 
• 硬碟型號不支援我司設備，請聯繫我

司售後人員獲取支援我司設備的硬碟

相容性清單。 

滑鼠無法正常操作 
• 請採用標配滑鼠。 
• 請確保沒有進行延長線纜等操作。 

 


	第一部分：本地操作
	1  操作必讀
	1.1   用戶登錄
	1.2   本地介面操作方法
	1.2.1   滑鼠操作方法
	1.2.2   前面板按鍵功能


	2  初始配置
	2.1   開機準備
	2.2   開機嚮導
	2.2.1   嚮導1


	3  預覽
	3.1   預覽介面狀態
	3.2   窗格工具列
	3.3   底部工具列
	3.4   右鍵菜單
	3.5   輪巡配置
	3.6   數位放大
	3.7   圖像配置
	3.8   預覽配置
	3.8.1   基本配置
	3.8.2   視圖配置
	3.8.3   高級配置


	4  通道配置
	4.1   通道管理
	4.1.1   添加IP通道
	1.  常規添加IP設備
	2.  快速添加IP設備
	3.  隨插即用添加IP設備
	4.  跨公網添加IP設備
	5.  自訂協定添加IP設備

	4.1.2   IP通道管理
	1.  配置IP通道
	2.  刪除IP通道
	3.  通道排序
	4.  網路配置
	5.  升級IPC版本
	6.  恢復默認設置


	4.2   OSD配置
	4.3   圖像參數配置
	1.  圖像增強參數配置
	2.  曝光參數配置
	3.  白平衡參數配置
	4.  高級配置

	4.4   隱私遮蓋

	5  雲台控制
	5.1   進入雲台配置介面
	5.1.1   通過雲台工具列進入
	5.1.2   通過主功能表進入

	5.2   配置預置位元
	5.3   配置預置位元巡航
	5.4   配置軌跡巡航
	5.5   配置守望

	6  錄影與抓圖
	6.1   編碼參數配置
	6.1.1   錄影參數配置
	6.1.2   抓圖參數配置

	6.2   錄影/抓圖計畫制定方法
	6.2.1   繪圖法
	6.2.2   編輯法

	6.3   定時錄影/抓圖
	6.3.1   定時錄影
	6.3.2   定時抓圖

	6.4   運動檢測錄影/抓圖
	6.4.1   運動檢測錄影
	6.4.2   運動檢測抓圖

	6.5   報警錄影/抓圖
	6.5.1   報警錄影
	6.5.2   報警抓圖

	6.6   手動錄影/抓圖
	6.6.1   手動錄影
	6.6.2   手動抓圖

	6.7   假日錄影/抓圖
	6.7.1   假日錄影
	6.7.2   假日抓圖

	6.8   其他錄影/抓圖

	7  重播
	7.1   即時重播
	7.2   重播工具列
	7.3   普通重播
	7.4   走廊重播
	7.5   標籤重播
	7.5.1   添加標籤
	7.5.2   標籤重播

	7.6   事件重播
	7.7   智能重播
	7.8   外部檔重播
	7.9   圖片重播
	7.10   POS重播
	7.11   文件管理
	1.  重播抓圖
	2.  鎖定文件


	8  備份
	8.1   錄影備份
	8.1.1   常規錄影備份
	8.1.2   錄影剪輯備份

	8.2   圖片備份

	9  報警
	9.1   輸入輸出
	9.1.1   報警輸入
	9.1.2   報警輸出

	9.2   運動檢測
	9.3   遮擋檢測
	9.4   視頻丟失
	9.4.2   區域入侵
	9.4.3   越界檢測
	9.4.4   聲音檢測
	9.4.5   客流量
	9.4.6   虛焦檢測
	9.4.7   場景變更
	9.4.8   智能運動跟蹤
	9.4.9   物品遺留
	9.4.10   物品搬移
	9.4.11   人臉識別

	9.5   異常配置
	9.6   聲音報警
	9.7   報警聯動
	1.  聯動聲音報警
	2.  聯動發送郵件
	3.  聯動報警彈框
	4.  聯動存儲
	5.  聯動預置位
	6.  聯動預覽
	7.  聯動報警輸出
	8.  聯動抓圖

	9.8   手動報警
	9.8.1   手動報警
	9.8.2   手動聲音報警


	10  智能檢索
	10.1   行為檢索
	10.2   人臉檢索
	10.3   客流量

	11  網路配置
	11.1   TCP/IP
	11.2   PPPoE
	11.3   DDNS
	11.4   3G/4G
	11.5   埠
	11.6   埠映射
	11.6.1   UPnP
	11.6.2   手動埠映射

	11.7   郵件
	11.8   UNP
	11.9   FTP
	11.10   SNMP
	11.11   報警上報
	11.12   視圖庫
	11.13   CDN管理
	11.14   監管平臺
	11.15   組播

	12  硬碟配置
	12.1   硬碟管理
	12.2   陣列配置
	12.2.2   陣列創建
	1.  一鍵創建
	2.  手動創建

	12.2.3   陣列重建
	1.  自動重建
	2.  手動重建

	12.2.4   陣列刪除

	12.3   盤組配置
	12.4   容量配置
	12.5   高級配置
	12.6   硬碟檢測
	12.6.1   S.M.A.R.T.檢測
	12.6.2   壞道檢測


	13  系統組態
	13.1   基本配置
	13.2   時間配置
	13.2.1   時間配置
	13.2.2   時間同步

	13.3   串口配置
	13.4   使用者配置
	13.5   安全配置
	13.5.1   IP許可權
	13.5.2   ONVIF認證
	13.5.3   ARP防攻擊
	13.5.4   802.1x
	13.5.5   視頻浮水印
	13.5.6   安全密碼

	13.6   熱備配置

	14  系統維護
	14.1   系統資訊
	1.  系統資訊
	2.  通道狀態
	3.  錄影狀態
	4.  線上用戶
	5.  硬碟狀態
	6.  解碼卡狀態
	7.  智慧棒資訊

	14.2   網路資訊
	14.2.1   網路流量
	14.2.2   網路檢測
	1.  網路延時、丟包測試
	2.  網路抓包、備份

	14.2.3   網路狀態
	14.2.4   3G/4G網路狀態
	14.2.5   PoE/交換網口狀態
	14.2.6   網路資源統計

	14.3   日誌查詢
	14.4   系統備份
	1.  系統備份
	2.  診斷資訊

	14.5   系統恢復
	14.6   自動維護
	14.7   系統升級
	1.  本地升級
	2.  雲升級


	15  設備關機
	第二部分：Web操作
	1  操作必讀
	2  登錄
	3  實況
	4  重播
	5  配置
	附錄：常見問題解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