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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用戶，真誠的感謝您使用我們的產品，如在使用時遇到任何問題請及時與購買商取得聯繫，

我們將通過您的購買商對您即時準確的服務，我們將保留對本系列產品做任何軟體及硬體上的改進而不預

先通知您的權利，在使用本產品前，請仔細閱讀本手冊的以下內容： 

本系列 DVR 使用注意事項 

安裝後請勿將重物置於本設備上。因本設備需配備硬碟使用，請定期檢查設備的散熱風扇工作是否正常，

請不要在設備無法散熱的情況下繼續使用。 

 請勿讓任何固體或液體，掉入或滲入設備內； 

請定期用刷子等除塵工具對電路板、接插件、機箱風機、機箱等進行除塵，在進行機體清潔工作前，

請關閉電源並拔掉電源； 

 請勿自行對本設備進行拆卸、維修或更換零件。如遇機器無法正常使用請及時聯繫購買商或者廠家，

我們將在最短時間內解決因產品出現問題而帶給您的困擾。 

長時間不使用遙控器時，請將遙控器電池拔出，以免電池漏液從而造成遙控器損壞無法使用。 

安裝本設備如有在室外安裝攝影機或警報器等外接設備，請最好在 DVR 機身螺絲處引接地線，以免雷

電等產生的靜電燒壞主機。 

本 DVR 兼有網路影像遠端監看功能，正常使用需配備功能變數名稱商(ISP 業者)提供的免費或者收費

功能變數名稱，免費功能變數名稱在使用時出現的網路監看掉線現象屬於正常，與 DVR 無關，收費功能變

數名稱一般不會出現此現象，請在使用網路功能時注意功能變數名稱的選擇。 

 

 

使用環境： 

 

請在 0℃~40℃的溫度下放置和使用本產品，避免陽光直射，或靠近熱源； 

請勿將本設備安裝在潮濕的環境； 

 請勿將本設備暴露在多煙、多塵的環境； 

 避免強烈的碰撞，請勿摔落機器； 

 請保持本產品的水準安裝，安裝在穩定的場所，注意防止本產品墜落； 

 請安裝在通風良好的場所，切勿堵塞本產品的通風口； 

請在額定的電流及電壓輸入輸出範圍內使用本設備。 

本設備為長時間使用的工程類電子設備，請勿在設備旁邊放置有易燃易爆物品。以免產生安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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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產品介紹 

1.1 產品概述 

本設備是專為安防領域設計的一款優秀的數位監控產品。採用嵌入式 LINUX 作業系統，使系統運行更穩

定；採用標準的 H.264 mp 的影像壓縮與 G.711A 聲音壓縮技術，實現了高畫質、低碼率、單幀播放等音影

像功能；採用 TCP/IP 等網路技術，具有強大的網路資料傳輸能力和遠端操控能力。 

本設備既可本地獨立工作，也可連網組成一個強大的安全監控網，配合專業網路影像監控平臺軟體，

充分體現出其強大的組網和遠程監控能力。 

本設備可應用於銀行、電信、電力、司法、交通、智慧社區、工廠、倉庫、資源、水利設施等各項領

域、各部門的安全防範。 

1.2 產品主要功能 

即時監視 

·具備類比輸出介面和 VGA 介面，可通過監視器或顯示器實現監視功能 

存儲功能 

·硬碟工作管理採用非工作盤休眠處理，利於散熱及降低功耗，延長硬碟壽命 

·存儲資料採用專用格式，無法篡改資料，保證資料安全 

壓縮方式 

·每路影/音像訊號由獨立硬體即時壓縮，聲音與圖像保持穩定同步 

備份功能 

·通過 SATA 介面、USB 介面（如普通隨身碟及移動硬碟等）進行備份 

·用戶端電腦可通過網路下載硬碟上的檔進行備份 

錄影重播功能 

·每路不僅可實現獨立全即時的錄影，還可同時實現檢索、倒放、網路監視、錄影查詢、下載等 

·多種重播模式 

·可選擇畫面任意區域進行局部放大 

網路操作功能 

·可通過網路進行遠端即時監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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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程雲台控制 

·遠端錄影查詢及即時重播 

警報聯動功能 

·具備多路繼電器開關量警報輸出，便捷實現警報聯動及現場的燈光控制 

·警報輸入及警報輸出介面皆具有保護電路，確保主設備不受損壞 

通訊介面 

·具備 RS485 介面，實現警報輸入和雲台控制 

·具備標準乙太網介面，實現網路遠端存取功能 

智慧操作 

·滑鼠操作功能 

·功能表中對於相同設置可進行快捷複製粘貼操作 

第二章 開箱檢查和線纜連接 

2.1 開箱檢查 

當您收到本產品時。 

首先，請檢查設備的包裝是否有明顯的損壞。產品包裝選用的保護材料能夠應對運輸過程中大多數的

意外撞擊； 

接著，請取出設備，去掉數位錄影機的塑膠保護膜，檢查是否有明顯的損傷痕跡外； 

最後，請打開機殼，檢查前面板資料線、電源線、風扇電源和主板的連接是否鬆動。 

1.有關前面板及後面板 

 前面板上各種按鍵功能及後面板的各種介面在說明書中有詳細的說明；  

 請仔細核對底板或後板貼膜上的產品型號是否與您訂購的產品型號一致； 

底板或後面板上所貼的標籤，對我們的售後服務的工作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請保護好。在聯繫我們公司的

售後服務時，將需要您提供訂購標籤上的型號和序列號。 

2.打開機殼後應該檢查 

除了檢查是否有明顯的損傷痕跡外，請注意檢查前面板資料線、電源線和主板的連接是否鬆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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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機架中安裝 

安裝步驟與注意事項： 

1、確保房間氣溫低於 35℃ (95°f)； 

2、保持設備周圍有 15 釐米(6 英寸)空間以便於空氣流通； 

3、從下至上進行機架的安裝； 

4、在機架上安裝多個元件時，採取預防措施以避免機架使電源插座超載。 

2.3 前面板 

 

                          

(1)錄影查找 / 7       (2)雲台控制 / 8     (3)錄影控制 / 0     (4)功能切換 

(5)取消          (6)主選單 / 確認 (7)向上    (8)播放上一檔 / 1 

(9)播放下一檔 / 2     (10)慢放 / 3  (11)快放 / 4        (12)倒退暫停 / 5   

(13)播放暫停 / 6  (14)向左         (15)向下            (16)向右     

(17)遙控器接收器  (18)硬碟指示燈  (19)電源指示燈       (20)電源開關 

(21) 硬碟資訊 / 9 

 

前面板按鍵操作功能表 

序號 鍵名 標識 功能 

1 功能切換鍵 SHIFT 在用戶輸入狀態下，可完成數位鍵、字元鍵和其他功能鍵的切換 

2 

方向鍵 

< > 

移動游標焦點 

編輯框時，按該鍵可以增減數位 

在可選下拉選單中，更改設置 

監視畫面下，進入通道 1 或者通道 4 單畫面監視 

在文本框輸入時，按下 SHIFT 鍵後，按該鍵輸入數位 1 或 4 

< > 

在彈出主選單或子功能表時，按左右方向鍵可移動游標焦點 

在錄影重播狀態下，按左右方向鍵可在功能鍵上移動焦點 

監視畫面下，進入通道 2 或者通道 3 單畫面監視 

在文本框輸入時，按下 SHIFT 鍵後，按該鍵輸入數位 2 或 3 

主選單/確認鍵 ENTER 
確認 

進入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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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消鍵 ESC 
退到上一級功能表，或功能功能表鍵時取消操作 

錄影重播狀態時，恢復到即時監控狀態 

4 播放上一段鍵 I 
錄影檔重播時，播放當前重播錄影的上一段錄影；在文本框輸入

時，輸入數位 1 

5 播放下一段鍵 I 
錄影檔重播時，播放當前播放錄影的下一段錄影；在文本框輸入

時，輸入數位 2 

6 慢放鍵 
► 錄影檔重播時，多種慢放速度及正常重播；在文本框輸入時，輸

入數位 3 

7 快進鍵  
錄影檔重播時，多種快進速度及正常重播；在文本框輸入時，輸

入數位 4 

8 倒放/暫停鍵 II/ 錄影檔重播時，倒放錄影檔；在文本框輸入時，輸入數位 5 

9 播放/暫停鍵 /II 錄影檔重播時，播放/暫停鍵；在文本框輸入時，輸入數位 6 

10 錄影鍵 REC 
手動啟/停錄影，在錄影控制功能表中，與方向鍵配合使用，選

擇所要錄影的通道 

2.4 後面板（以四路 DVR 為例,具體請以實物為准） 

 

(1)        (2)    (3)   (4)  (5)(6) (7) (8)    (9) 

  (1) 影像輸入介面      (2) 影像輸出介面      (3) 聲音輸入/輸出介面      (4) USB 設備介面    

(5) 網路介面         (6) 雲台介面          (7)電源插頭                (8) VGA 介面 

(9) 警報輸入輸出介面 

注：個別型號 DVR 的前面板有 USB 介面,此介面與後面板上方 USB 介面屬於互斥，只同時一個介面有效。

後面板下方一個 USB 為獨立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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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安裝連接示意圖（以四路為例,具體請以實物為准） 

 

2.6 聲音/影像  輸入/輸出連接 

2.6.1 影像輸入的連接 

數位錄影機的影像輸入口為 BNC 頭，輸入訊號要求為：PAL/NTSC BNC（1.0VP-P，75Ω）。 

影像訊號應符合國家標準，有較高的信噪比、低畸變、低干擾；圖像要求清晰、無形變、色彩真實自

然、亮度合適。 

保證攝影機訊號的穩定可靠： 

攝影機安裝應安裝在合適的位置，避免逆光、低光照環境，或者採用效果良好的逆光補償攝影機、低

照度攝影機。 

攝影機電源應和數位錄影機共地，並且穩定可靠，以保證攝影機的正常工作。 

保證傳輸線路的穩定可靠： 

採用高品質、遮罩好的影像同軸線，並依據傳輸距離的遠近選擇合適型號。如果距離過遠，應依據具

體情況，採用雙絞線傳輸、添加影像補償設備、光纖傳輸等方式以保證訊號品質。 

影像訊號線應避開有強電磁干擾的其他設備和線路，特別應避免高壓電流的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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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證接線頭的接觸良好： 

訊號線和遮罩線都應牢固、良好地連接，避免虛焊、搭焊，避免氧化。 

2.6.2 影像輸出設備的選擇和連接 

 影像輸出分為 PAL/NTSC BNC(1.0VP-P ，75Ω)輸出和 VGA 輸出（VGA 為選配） 

 在選擇使用電腦用顯示器替代監視器時應注意如下問題： 

1、不宜長時間保持開機狀態，以延長設備的使用壽命； 

2、經常性的消磁，利於保持顯示器的正常工作狀態； 

3、遠離強電磁干擾設備。 

使用電視機作為影像輸出設備是一種不可靠的替代方式。它同樣要求儘量減少使用時間和嚴格控制電

源、相鄰設備所帶來的干擾。劣質電視機的漏電隱患則可能導致其他設備的損毀。 

2.6.3 聲音訊號的輸入 

聲音輸入阻抗較高，因此麥克風必須採用有接電源的麥克風。 

聲音傳輸與影像輸入類似，要求線路儘量避免干擾，避免虛焊、接觸不良，並且特別注意防止高壓電

流的串入。 

2.6.4 聲音輸出 

數位錄影機的聲音輸出訊號參數一般大於 200mv 1KΩ(BNC)，可以直接外接低阻抗值耳機、有源音箱

或者通過功放驅動其他聲音輸出設備。在外接音箱和麥克風無法實現空間隔離的情況下，容易產生輸出嘯

叫現象。此時可採取的措施有： 

1、 採用定向性較好的麥克風； 

2、 調節音箱音量，使之低於產生嘯叫的域值； 

3、 使用環境的裝修多使用吸音材料，減少聲音的反射，改善聲學環境； 

4、 調整麥克風和音箱的佈局，也能減少嘯叫情況的發生。 

2.7 警報輸入輸出連接(部分機型無此功能,請以實物為准) 

在進行設備連接前，請注意以下情況： 

１、警報輸入 

A. 警報輸入為接地警報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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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警報輸入要求為地的電壓訊號； 

C. 當警報設備需接入兩台數位錄影機或需同時接入數位錄影機與其他設備時，需用繼電器隔離分開。 

２、警報輸出 

數位錄影機的警報輸出不能連接大功率負載（不超過 1A），在構成輸出回路時應防止電流過大導致繼

電器的損毀。使用大功率負載需要用接觸器隔離。 

３、雲台解碼器連接 

 A. 必須做好雲台解碼器與數位錄影機的共地，否則可能存在的共模電壓將導致無法控制雲台。 

  建議使用遮罩雙絞線，其遮罩層用於共地連接； 

 B.  防止高電壓的串入，合理佈線，做好防雷措施 

  C. 需在遠端併入 120 歐姆電阻減小反射，保證訊號品質； 

  D. 數位錄影機的 485 的+、-線不能與其他 485 輸出設備並接； 

  E. 解碼器+、-線之間電壓要求小於 5V。 

4、前端設備注意接地 

接地不良可能會導致晶片燒壞 

 

5、警報輸入的類型不限 

 本機的警報輸出介面是常開型。 

 

 

 
 

2.7.1 警報輸入埠說明(此功能需和外部警報模組配合使用，部分機型可選配外部警報模組) 

4 路警報輸入，輸入類型不限（可以是常開型或常閉型）； 

警報探測器的地端（GND）與 com 端並聯（警報探測器應由外部電源供電）； 

警報探測器的接地端與數位錄影機接地端並接； 

警報探測器的 NC 端接到 DVR 警報輸入端（ALA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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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用外部電源對警報設備供電時需與數位錄影機共地。 

2.7.2 警報輸出埠說明(此功能需和外部警報模組配合使用，部分機型可選配外部警報模組) 

1 路開關量警報輸出（常開觸點），外部警報設備需有電源供電； 

為避免超載而損壞主機，連接時請參閱繼電器相關參數，相關的繼電器參數見附表。 

2.7.3 警報輸出端繼電器參數 

型號：JRC-27F 

觸點材料 銀 

額定值 

（電阻負載） 

額定開關容量 30VDC 2A, 125VAC 1A 

最大開關功率 125VA 160W 

最大開關電壓 250VAC, 220VDC 

最大開關電流 1A 

絕緣 同極性觸點間 1000VAC 1 分鐘  

不同極性觸點間 1000VAC 1 分鐘 

觸點與線圈之間 1000VAC 1 分鐘 

浪湧電壓 同極性觸點間 1500VAC (10×160us) 

開通時間 3ms max 

關斷時間 3ms max 

壽命 機械 50×106 MIN（3Hz) 

電氣 200×103 MIN (0.5Hz) 

工作環境溫度 -40~+70℃ 

2.8 球機連接 

1、將球機的 485 線接到 DVR 的 485 介面，注意正負極不能接反； 

 

2、將球機的影像線接 DVR 的影像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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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讓球機通電。 

第三章 基本操作 

3.1 開機 

接上電源，電源指示燈亮，錄影機開機。啟動完畢後會聽到蜂鳴器“嘀”的一聲，影像輸出預設值為

多畫面輸出模式，若開機啟動時間在錄影設定時間內，系統將自動啟動定時錄影功能，相應通道錄影指示

燈亮，系統正常工作。 

注：1. 確定供電的輸入電壓與設備電源的拔位元開關是否對應，確認與電源線接好後，再打開電源開關； 

2. 外部電源要求為 220V±10% /50Hz。 

建議您採用電壓值穩定，波紋干擾較小的電源輸入，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儘量使用 UPS 電源保護。 

3.2 關機 

關閉本設備，有軟開關和硬開關。軟開關，進入【右鍵功能表】>【關閉系統】中選擇【關閉】；硬開

關，按下前面板上的電源開關鍵或後面板的電源開關即可開關電源。 

說明： 

1、斷電恢復功能 

本機在錄影工作狀態下，若出現非正常關機。重起後，本機將自動保存關機前的錄影資訊，並自

動恢復到關機前狀態。 

 2、更換硬碟 

  更換硬碟前，必須關閉後面板電源開關。 

 3、更換電池 

  更換電池時，請保存配置資訊，並關電源開關。本機採用鈕扣電池，需要定期檢查系統時間，如

出現時間不準，需要更換電池。建議每年更換一次，並採用同型號電池。 

 注：更換主板上電池前需要保存配置，否則配置資訊將全部丟失。 

3.3 登錄 

設備正常開機後，在操作前需要登入，系統根據登陸用戶許可權提供相應功能。 

設備出廠時，預先設置有 4 個用戶 admin、 user、guest、default，admin 用戶預設值密碼為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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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admin 和用戶 user 出廠預置為超級用戶許可權，用戶 guest 出廠預置為普通用戶許可權，用戶 default

出廠預置許可權只有預覽和錄影重播。 

 

圖 3.1 登錄 

密碼保護：密碼連續 3 次錯誤，設備將警報提示；連續 5 次錯誤，帳號鎖定（系統重啟或半小時後，

鎖定帳號將自動解鎖）。 

安全起見，用戶首次登陸後，請立即在“用戶管理”中更改用戶名和密碼（見章節 4.9.3 用戶管理）。 

3.4 預覽 

設備正常登錄後，進入預覽畫面狀態。點擊滑鼠右鍵，可選擇畫面切換。 

在每個預覽畫面上，可顯示日期、時間、通道名稱，每個畫面可顯示監控通道的錄影和警報狀態。 

1 
 

通道錄影標誌 3 
 

通道影像丟失標誌 

2 
 

通道移動偵測標誌 4 
 

通道監視鎖定狀態標誌 

表 3.1 預覽頁圖示 

3.5 桌面快顯功能表 

預覽模式下，單擊滑鼠右鍵彈出桌面快顯功能表，如圖 3.2 所示。快顯功能表功能項包括：主功能表、

錄影控制、錄影重播、雲台控制、圖像顏色、輸出調節、頁面切換、系統資訊、關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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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 快顯功能表 

3.5.1 錄影控制 

操控各通道的錄影狀態，反顯“●”表示各通道當前錄影狀態。可通過桌面快顯功能表，也可在【主

功能表】>【錄影控制】，進入錄影控制介面。 

 

圖 3.3 錄影控制 

【配置】根據配置參數，進行錄影； 

【手動】不管該通道處於什麼狀態，選擇“手動”按鈕並確定後，對應通道進行錄影； 

【關閉】不管該通道處於什麼狀態，選擇“關閉”按鈕並確定後，對應通道停止錄影。 

3.5.2 錄影重播 

 播放硬碟中的錄影檔。 

注：設備正常重播，存放錄影檔的硬碟必須設置為讀寫盤或唯讀盤（請參考 4.5 硬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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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錄影重播 

1.錄影檔列表  2.錄影檔資訊   3.備份核取方塊   4. 檔備份 

5.文件搜索   6. 重播控制鍵   7.操作提示 

【錄影檔列表】查看符合搜索條件的檔列表； 

【錄影檔資訊】查看所選的檔的詳細資訊； 

【備份複選】選擇需要進行備份的檔； 

【檔備份】對備份複選的檔進行備份操作。點擊按鈕，彈出圖 3.5，可按照下面說明進行操作。 

注：備份檔案前，需要安裝足夠容納存儲檔的存儲設備； 

 備份中途被終止，已經複製到存儲設備的檔可獨立重播。 

 

圖 3.5 檢測記憶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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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測：檢測連接在設備上的存儲設備，可以是隨身碟、USB 硬碟等設備； 

擦除：選擇希望刪除檔設備，點擊擦除鍵可以刪除設備中的檔； 

停止：停止備份； 

備份：點擊備份，彈出備份對話方塊如圖 3.6，可根據類型、通道、時間等屬性選擇備份的錄影

檔。 

 

圖 3.6 錄影備份 

 清空：清空顯示出來的檔資訊； 

添加：顯示滿足設置的檔屬性的檔資訊； 

 開始/停止：在選中檔後，點擊開始則開始備份，點擊停止則停止備份。 

注：備份時，可退出本頁面執行其他功能。 

【檔搜索】根據設置的搜索參數，搜索錄影檔； 

 

圖 3.7 文件搜索 

 文件類型：選擇重播錄影檔的類型； 

 通道：選擇重播的通道號，也可複選其他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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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時間：設置進行搜索錄影檔的起始時間； 

    結束時間：設置進行搜索錄影檔的結束時間。 

【重播控制鍵】詳細說明請見下表； 

按鈕 功能 按鈕 功能 

/  播放/暫停鍵  
倒放 

 停止/關閉  聲音 

 慢放鍵  快進鍵 

 
播放上一幀  播放下一幀 

 
播放上一個檔  播放下一個檔 

 
迴圈播放  全屏 

表 3.2 重播控制鍵表 

注：按幀播放功能需要在暫停重播狀態下執行。 

【操作提示】顯示遊標所處按鍵的功能。 

特殊功能： 

精確重播：在【查詢條件】對話方塊中，輸入需要查詢錄影的時間點（時、分、秒），點擊確定後，進

入重播介面直接按播放 鍵，可對查詢的錄影進行精確重播； 

 局部放大：單畫面全屏重播時，可用滑鼠左鍵框選螢幕畫面上任意大小區域，在所選區域內單擊滑鼠

左鍵，可將此區域畫面進行放大播放，單擊滑鼠右鍵退出局部放大畫面。 

3.5.3 雲台控制 

操控連接在設備上的雲台，可通過桌面快顯功能表進入介面。 

操控介面如圖 3.8，支援功能包括：控制雲台方向、步長、變倍、聚焦、光圈，操作預置點、點間巡

航、巡跡、線掃邊界、輔助開關調用、燈光開關、水準旋轉等。 

注 1. 操控前，請確認球機的 485+、485- 線與數位錄影機的 485+、485- 介面連接正確； 

 2. 操控前，請在【主選單】>【雲台設置】中，設置雲台參數； 

 3. 雲台支援的功能項，由雲台協定支援的功能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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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8 雲台設置 

【步長】用於設置雲台轉動幅度，數位元越大，幅度越大，設置範圍：1 ~ 8 ； 

【變倍】通過  / 鍵調節攝影鏡頭放大倍數； 

【聚焦】通過  / 鍵調節攝影鏡頭進行聚焦； 

【光圈】通過  / 鍵調節攝影鏡頭光圈； 

【方向鍵操控】操控雲台轉動，可支援８個方向控制（前面板只支持 4 個方向操控）； 

 【高速雲台】選擇後，全屏顯示所在通道圖面。按住滑鼠左鍵，可操控雲台進行快速轉動定位。在按

住滑鼠左鍵，轉動滑鼠滑輪，可調節攝影鏡頭的放大倍數； 

 【設置】進入功能設置功能表； 

 【頁面切換】進入功能操控功能表。 

特殊功能： 

1、預置點 

  設定某方位為預置點，調用該預置點值，雲台自動轉動到設定方位。 

1）預置點設置 

設置某方位為預置點，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圖 3.8，通過方向鍵將雲台轉動到預置點位置，點設置鍵進入圖 3.9； 

第二步：點擊預置點按鈕，在預置點輸入框中輸入預置點值； 

第三步：點擊設置鍵，返回圖 3.8。完成設置，即預置點值與預置點位置相對應。 

 清除預置點：輸入預置點值，點擊清除預置點按鈕，清除該預置點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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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預置點設置 

 2）預置點調用 

在圖 3.8，點擊頁面切換鍵，進入雲台操控介面如圖 3.10。在值輸入框中輸入預置點數，點擊預

置點按鈕，即雲台運轉到相應預置點。 

 

圖 3.10 雲台操控 

2、點間巡航 

 多個預置點連接而成的巡航線路，調用點間巡航，雲台在設置的巡航線路上反復運行。 

1）點間巡航設置 

巡航線路為多個預置點連接而成的巡航軌跡，設置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圖 3.8，通過方向鍵將雲台轉動到指定方位，點擊設置鍵進入圖 3.11； 

第二步：點擊點間巡航鈕，在巡航線路對話方塊輸入巡航線路值，在預置點對話方塊輸入預置點

值，點擊增加預置點鍵，即設置指定方位為點間巡航的預置點之一； 

（也可增加和刪除已經設置完畢巡航路線的預置點） 

第三步：重複第一步和第二步操作，直到設置出指定巡航線路的所有預置點。 

清除預置點：輸入預置點數，點擊清除預置點按鈕，清除該預置點設置。 

清除巡航線路：輸入巡航線路數，點擊清除巡航線路按鈕，清除該清除巡航線路點設置。 

值輸入框 

預置點按鈕 預置點輸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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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點間巡航設置 

2）點間巡航調用 

在圖 3.8，點擊頁面切換鍵，進入雲台操控介面如圖 3.10。在值輸入框中輸入點間巡航值，點擊

點間巡航按鈕，即雲台在巡航路線上反復運轉。點擊停止鍵停止巡航。 

3、巡跡 

 通過操作雲台，設置一條巡跡路線，調用巡跡，雲台在設置的巡跡線路上反復運行。 

1）巡跡設置 

巡跡路線設置，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圖 3.8 點擊設置鍵，進入圖 3.12； 

第二步：點擊巡跡按鈕，在巡跡值輸入框中輸入巡跡值； 

第三步：點擊開始鍵，進入圖 3.8 頁面，進行變倍、聚焦、光圈或方向等一系列的操作，點擊設

置鍵返回圖 3.12； 

 第四步：點擊結束鍵完成設置。即巡跡值與相應路線相對應，右鍵退出設置頁面。 

 

圖 3.12 巡跡設置 

2）巡跡調用 

在圖 3.8，點擊頁面切換鍵，進入雲台操控介面如圖 3.10。在值輸入框中輸入巡跡數，點擊巡跡

按鈕，即雲台根據設置路線進行運行。點擊方向鍵停止。 

巡跡值輸入框 

巡跡按鈕 

點間巡航按鈕 
巡航路線輸入框 

預置點輸入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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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線掃邊界 

 在水準線上，設置一條路線，調用線掃，雲台根據設置的路線進行反復運轉。 

1）線掃設置 

 設置某一段水準弧線為雲台搜索的軌跡，步驟如下：  

第一步：在圖 3.8，操控方向鍵將雲台轉動到指定方位，點擊設置鍵進入圖 3.13，選定左邊界，

返回圖 3.8； 

第二步：操控方位鍵選擇指定位置，點擊設置鍵進入圖 3.13，選定右邊界點，返回圖 3.8； 

第三步：完成設置，即設置位置為左邊界和右邊界。 

注: 左右邊界在同一水準線，將根據雲台從左邊界點沿反方向旋轉到右邊界點，進行迴圈旋轉； 

左右邊界不在同一水準線，雲台只在與左邊界點相連的水準軌跡線的末端作為右邊界點，從左邊

界點沿反方向旋轉到右邊界點，進行迴圈旋轉。 

 

圖 3.13 線掃邊界設置 

 2）線掃調用 

在圖 3.8，點擊頁面切換鍵，進入雲台操控介面如圖 3.10。點擊線掃按鈕，雲台根據設置的路線

進行反復運轉。點擊停止鍵停止線掃。 

5、水準旋轉 

點擊水準旋轉按鈕，雲台進行水準旋轉（相對攝影鏡頭原有的位置進行水準旋轉）。點擊停止鍵停

止水準旋轉。 

6、翻轉 

 點擊翻轉按鈕，雲台進行翻轉。 

7、復位 

 雲台重新啟動，所有設置的資料置零。 

8、頁面切換 

在圖 3.10 中，點擊頁面切換進入圖 3.14，設置輔助功能。輔助號碼對應解碼器上的輔助開關。 

線掃邊界按鈕 

左右邊界設置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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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輔助功能操控 

【直觀輔助操作】選擇輔助設備，選擇開、關按鈕，進行開關操控； 

【輔助號碼操作】根據雲台協定，對相應輔助開關進行操作； 

【頁面切換】在圖 3.14 中，點擊頁面切換進入圖 3.8，進入雲台本身功能表頁面，可用功能表的

操控鍵對雲台本身功能表進行操控。 

3.5.4 圖像顏色 

設置選中通道的圖像參數（單畫面預覽時當前通道，多畫面為遊標所在通道），圖像參數包括：色調、

亮度、對比度、飽和度。並可根據需要，在兩個不同時間段設置不同的圖像參數, 

注：此處兩個時間段所設置時間不能重疊,否則系統會提示保存失敗。 

 

圖 3.15 圖像顏色 

3.5.5 輸出調節 

調節輸出區域的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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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輸出調節 

3.5.6 頁面切換 

 可根據選擇，進行單畫面、四畫面及更多畫面預覽切換。 

3.5.7 系統資訊 

系統資訊功能表項包括：硬碟資訊、日誌資訊、碼流統計、線上用戶及版本資訊。 

3.5.7.1 硬碟資訊 

顯示安裝的硬碟的狀態，包括所有硬碟的類型、總容量、剩餘容量、硬碟錄影時間等資訊。 

 

圖 3.17 硬碟資訊 

提示：硬碟資訊中“○”表示該硬碟正常，“X”表示故障、“-”表示沒安裝。若用戶需要更換壞硬

碟，必須先關機再取出所有壞硬碟，並進行新硬碟安裝。 

硬碟資訊中序號後加“*”表示當前工作盤（如 1*），如果對應的硬碟是壞硬碟，則資訊裏只會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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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 

3.5.7.2 日誌資訊 

根據設置的查詢方式，查看系統日誌。 

日誌資訊類型可分為：系統操作、配置操作、資料管理、警報事件、錄影操作、用戶管理、文件管理

等，設置要查詢日誌的時間段，直接按查詢按鈕，系統以列表形式將記錄的日誌顯示出來（一頁顯示的列

表數為 128 條），按向上翻頁或向下翻頁鍵進行翻頁，按清空鍵執行清空所有日誌資訊。 

 

圖 3.18 日誌資訊 

3.5.7.3 碼流統計 

即時顯示通道圖像的碼流（Kb/S 千比特/秒）和所占硬碟空間（MB/H 百萬位元組/小時）。 

 

圖 3.19 碼流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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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7.4 線上用戶 

查看連在本地數位錄影機上的網路用戶資訊。也可將選中的網路用戶（在核取方塊中打勾√）斷開，

斷開後該用戶將被凍結，直到下次開機。 

 

圖 3.20 線上用戶 

3.5.7.5 版本資訊 

顯示本設備的基本資訊，包括硬體資訊、軟體版本以及發佈時間資訊。 

 
圖 3.21 版本資訊 

3.5.8 關閉系統 

 操控系統登出、關閉、重啟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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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2 關閉系統 

【登出】退出功能表，下次進入功能表需要重新提供密碼； 

【關閉】退出系統，關閉機器電源； 

  按關機鍵時，會有關機確認提示進度條，3 秒鐘滿後關機，中途取消無效。 

【重啟】退出系統，重新啟動系統。 

第四章 主選單 

 用戶登陸後,系統會彈出如下圖所示的主功能表,在此功能表中可對設備各項功能進行操作及設置。 

 

圖 4  主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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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主選單導航 

主選單 子功能表 功能概要 

錄影控制  設置各通道的錄影狀態 

錄影設置  設置每個通道錄影配置、錄影類型等 

編碼設置  
設置每個通道主（輔）編碼參數：編碼模式、解析度、幀率、

碼流控制、畫質類型、碼流值、I 幀間隔參數、影像/聲音使能 

硬碟管理  
對指定硬碟進行設為讀寫盤、設為唯讀盤、設為冗餘盤、清除

資料、恢復資料等操作 

網路設置 網路服務 

設置基本網路參數，DHCP、DNS 參數、網路高速下載以及 PPPOE、

NTP、Email、IP 許可權、DDNS、FTP、無線撥號、手機監控、

UPNP 

雲台設置  
設置通道、雲台協議、位址、串列傳輸速率、資料位元元、停

止位元、校驗 

警報功能 

移動偵測 
設置移動偵測警報通道、靈敏度、區域，以及設置聯動參數：

佈防時間段、警報輸出、螢幕提示、錄影、雲台、輪巡 

影像遮擋 
設置影像遮擋警報通道、靈敏度，以及設置聯動參數：佈防時

間段、警報輸出、螢幕提示、錄影、雲台、輪巡 

影像丟失 
設置影像丟失警報通道，以及設置聯動參數：佈防時間段、警

報輸出、螢幕提示、錄影、雲台、輪巡 

警報輸入 
設置警報輸入通道、設備類型，以及設置聯動參數：佈防時間

段、警報輸出、螢幕提示、錄影、雲台、輪巡 

警報輸出 設置警報模式：配置、手動、關閉 

系統設置 

普通設置 
設置系統時間、日期格式、時間格式、語言、硬碟滿時操作、

本機編號、影像制式、輸出方式、待機時間、夏令時 

輸出模式 
設置通道名稱、預覽提示圖示狀態、透明度、區域覆蓋、時間

標題和通道標題的疊加,以及設置輪巡的模式和間隔時間 

用戶管理 
修改用戶、修改組 、修改密碼、增加用戶、增加組、刪除用

戶、刪除組 



H.264 DVR 網路數位錄影機使用手冊 

第 28 頁 

系統升級 對 DVR 軟體系統進行升級 

恢復預設值 
恢復設置項狀態：普通設置、編碼設置、錄影設置、警報設置、

網路設置、網路服務、預覽重播、串口設置、用戶管理 

錄影備份 檢測備份設備、格式化備份設備、備份所選檔 

設備資訊 提供設備的周邊設備資訊，方便客戶的理解使用 

自動維護 
用戶可自行設置設備自動重啟系統的時間，和自動刪除設定時

間期限的檔 

4.2 錄影控制 

操控各通道的錄影狀態，可通過【主功能表】>【錄影控制】進入錄影控制介面, 也可在桌面右鍵快顯功能

表中直接進入。  

具體操作請參考章節“3.5.1 錄影控制”。 

4.3 錄影設置 

設置監視通道的錄影參數。初次啟動時，系統設置為 24 小時連續錄影。 

注：設備正常錄影，安裝的硬碟至少有一塊設置為讀寫盤（詳細操作請參考章節 4.5 硬碟管理）。 

 

圖 4.1 錄影設置 

【通道】選擇相應的通道號進行通道設置，統一對所有通道設置可選擇全； 

【冗餘】選擇冗餘功能，可實現錄影檔雙備份功能，即將某通道的錄影同時記錄到兩塊硬碟上。設備

需要同時安裝有兩塊硬碟，其中一塊硬碟為讀寫盤，一塊為冗餘盤（詳細操作請參考章節 4.5 硬碟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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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長度】設置每個錄影檔的時間長度，預設值為 60 分鐘； 

【預錄】錄製動作狀態發生前 1-30 秒錄影（時間長度可能會由於碼流大小而變化）； 

【錄影控制】設置錄影狀態，有三種狀態：配置、始終和關閉； 

  配置：根據設置的（普通、檢測和警報）錄影類型以及錄影時間段進行錄影； 

始終：不管目前通道處於什麼狀態，選擇“始終”按鈕後，對應的通道全部進行普通錄影； 

  關閉：不管目前通道處於什麼狀態，選擇“關閉”按鈕後，對應的通道停止錄影。 

【時間段】設置普通錄影的時間段，在設置的時間範圍內才會啟動錄影； 

【錄影類型】設置錄影類型，有三種類型：普通、檢測、警報。 

  普通：在設置的時間段內，進行普通錄影，錄影檔類型為“R”； 

檢測：在設置的時間段內，觸發“移動偵測”、“影像遮擋”、“影像丟失”告警訊號，且

相應告警功能設置為打開錄影功能時，啟動“檢測錄影”狀態，錄影檔類型為“M”； 

警報：在設置的時間段內，觸發外部告警訊號，且“警報輸入”功能設置為打開錄影功能時，

啟動“檢測錄影”狀態，錄影檔類型為“A”。 

注：相應“警報功能”設置，請閱讀章節“4.8 警報功能”部分。 

4.4 編碼設置 

 設置影像訊號/聲音訊號的編碼參數，包括錄影檔、網路監視等圖像參數。 

 

圖 4.2 編碼設置 

【通道】選擇通道號； 

【編碼模式】標準 H.264； 

【分辯率】顯示解析度的類型可選 D1/HD1/CIF/QCIF；分辯率越大，錄影畫質越好，佔用硬碟空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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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大，反之分辯率越小，錄影畫質越差，佔用硬碟空間也越小 

【幀率】P 制：1 幀/秒-25 幀/秒；N 制：1 幀/秒-30 幀/秒；幀率越高,錄影畫面越流暢，佔用硬碟空

間也越大，反之幀率越低,錄影畫面越不連慣, 佔用硬碟空間也越小。 

【碼流控制】可選限定碼流，可變碼流。在可變碼流下，畫質可選擇 6 檔； 

【碼流值】設置碼流值改變畫質的品質，碼流越大畫質越好；佔用硬碟空間也越大，反之碼流越小畫

質越差，佔用硬碟空間也越小 

 碼流值參考範圍：D1（1000~1500kbps）,CIF（400~600kbps）, QCIF(192~384kbps) 

【聲音/影像】圖示全部反顯選中時錄影檔為聲音和影像同時錄製。 

【輔碼流】影像/聲音打勾即啟用輔碼流，適應在撥號網路環境下進行多路同時即時錄影和遠端監控。 

【通道號】首先選擇通道號，然後選中下面的聲音和影像是否啟用； 

解析度、幀率、碼流控制、碼流值等參數與獨立通道參數設置相同。 

4.5 硬碟管理 

對設備中硬碟進行配置管理。功能表中顯示當前的硬碟資訊，包括接入硬碟數、接入介面、類型、狀

態、總容量。對硬碟進行操作，包括：設置讀寫盤、設置唯讀盤、設置冗餘盤、格式化硬碟、恢復錯誤。

操作時，選中操作的硬碟，點擊右邊功能按鍵執行。 

注：讀寫盤：可讀取資料，也可寫入資料； 

唯讀盤：設備只能讀取硬碟中資料，不能寫入資料； 

冗餘盤：在已有讀寫盤的情況下，可與讀寫盤對錄影檔進行雙備份。 

 

圖 4.3 硬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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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網路設置 

 

圖 4.4 網路設置 

【網卡】可選擇有線網卡和無線網卡； 

【自動獲取 IP 位址】自動獲取 IP 功能； 

注：需要預先搭建 DHCP 伺服器 

【IP 位址】設置設備的 IP 位址，預設值 IP 位址： 192.168.1.10； 

【子網路遮罩】設置設備的子網路遮罩，預設值子網路遮罩：255.255.255.0； 

【預設值閘道】設置設備的預設值閘道，預設值閘道：192.168.1.1； 

【DNS 設置】功能變數名稱解析伺服器，用於將功能變數名稱，解析成 IP 位址，該位址由您所在的網

路運行商提供，設置好該位元址後需要重啟才能生效； 

【TCP 埠】預設值為 34567； 

【UDP 埠】預設值為 34568； 

【HTTP 端 口】預設值為 80； 

【網路用戶連接數】設置允許的最大網路用戶連接數為 0-10； 

【網路高速下載】網路高速下載； 

【網路傳輸策略】提供 3 種策略：自適應，畫質優先，流暢性優先，網傳時會根據設置，自動調節碼

流，自適應在畫質和流暢性上進行折中，在對畫質不造成較大的影響下，兼顧了流暢性。流暢性優先和自

適應需要啟用了輔碼流時才有效，如果輔碼流沒有啟用，則按照畫質優先根據網路狀況進行調節。 

4.6.1 網路服務 

 對高級網路功能進行配置，雙擊【網路服務】按鈕進入圖 4.5 所示介面，先選中網路服務項並單擊



H.264 DVR 網路數位錄影機使用手冊 

第 32 頁 

設置鍵，或雙擊服務項進行參數配置。 

 

4.5 網路服務 

【PPPoE 設置】 

 

圖 4.6 PPPOE 

輸入 ISP（Internet 服務提供商）提供的 PPPoE 用戶名和密碼，保存後重新啟動系統。啟動後數位錄

影機會自動以 PPPoE 方式建立網路連接，成功後，【IP 位址】上的 IP 將被自動修改為獲得的廣域網的動態

IP 位址。操作：PPPoE 撥號成功後，查看【IP 地址】上的 IP，獲得設備當前的 IP 位址，然後通過用戶端

使用此 IP 位址訪問設備。 以中華電信為例:用戶名 : 32349000@ip.hinet.net  ( @後面要加上 ip 才可以) 

  【NTP 設置】 

 

圖 4.7 NTP 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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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 PC 機上，安裝 NTP 服務。 

主機 IP：輸入安裝了 NTP 伺服器 PC 的 IP； 

埠：預設值 NTP 埠為 123，可以根據實際 NTP 伺服器的埠設置； 

時區：倫敦 GMT+0  柏林 GMT +1  開羅 GMT +2  莫斯科 GMT +3  新德里 GMT +5  曼谷 GMT +7  香港

北京 GMT +8  東京 GMT +9   悉尼 GMT +10  夏威夷 GMT-10  阿拉斯加 GMT-9  太平洋時間 GMT-8  美國山

地時間 GMT-7  美國中部時間 GMT-6  美國東部時間 GMT-5  大西洋時間 GMT-4  巴西 GMT-3  大西洋-中部

GMT-2； 

更新週期：同 NTP 伺服器校時的間隔時間，預設值為 10 分鐘。 

【EMAIL 設置】 

EMAIL 用於當有告警產生或者有告警聯動抓拍圖片時，可以向指定的郵件位址發送具體的告警資訊和

抓拍圖片。 

 

4.8 EMAIL 設置 

SMTP 伺服器：郵件伺服器位址，可以是 IP 位址和功能變數名稱（如果是功能變數名稱要求確認 DNS

正確設置，功能變數名稱才能正確解析）； 

埠：郵件伺服器埠號； 

SSL：該伺服器是否要求使用安全套接層協議層(Secure Socket Layer）登錄； 

用戶：您申請的郵件伺服器用戶名； 

密碼：對應用戶名的密碼； 

發件人：設置郵件的發送者 EMAIL 位址； 

收件人：當有告警產生時將會通過郵件發送給設定的收件人，最多可設置 3 個收件人； 

主題：郵件的主題，可以自行設置。 

【IP 許可權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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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選擇白名單時，表示只有列表中的 IP 才能連這台數位錄影機。列表支援 64 個 IP 設置； 

當選擇黑名單時，表示列表中的 IP 不能通過網路登陸這台數位錄影機。列表支援 64 個 IP 設置； 

可以打勾選中，進行刪除設定的 IP。 

注：當黑白名單中，有相同的 IP 位址，黑名單許可權優先順序更高。 

 

圖 4.9 IP 許可權設置 

【DDNS】 

 

圖 4.10 DDNS 設置 

通過動態功能變數名稱解析伺服器。 

本機功能變數名稱：在提供功能變數名稱解析的服務商那註冊的功能變數名稱； 

伺服器功能變數名稱：功能變數名稱解析伺服器的功能變數名稱； 

埠：功能變數名稱解析伺服器訪問埠號； 

用戶名：在提供功能變數名稱解析的服務商那註冊的帳號； 

密碼：在提供功能變數名稱解析的服務商那註冊帳號的密碼； 

當 DDNS 成功配置，並且啟用後，可以直接的 IE 位址欄中輸入您所申請的功能變數名稱，對設備進

行訪問。 

注意：需要在網路設置中正確設置 DNS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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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FTP 用於當有告警產生，或者有告警聯動錄影、抓拍圖片時，可以向指定的 FTP 伺服器上傳具體的錄

影和抓拍的圖片。 

 

圖 4.11 FTP 設置 

【啟用】：反顯■表示選中，選擇了啟用，設置方可生效； 

【主機 IP】：FTP 伺服器的 IP 地址 

【埠】：FTP 搭建時的域埠號，預設值埠 21 

【用戶名】：有許可權登錄 FTP 的用戶名 

【密碼】：該用戶的密碼 

【最大文件長度】：每次打包上傳文件的最大長度，預設值是 128M 

【遠端目錄】：上傳檔的檔目錄 

【無線撥號】 

通過 3G 網卡進行撥號上網，實現用戶端訪問設備，對設備進行配置(注：適用於部分機型) 

 
圖 4.12 無線撥號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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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反顯■表示選中，選擇了啟用，設置方可生效； 

【類型】：撥號類型，預設值自動 

【接入點】：3G 接入點，預設值即可 

【撥號號碼】：3G 撥號號碼，預設值即可 

【用戶名】：撥號的 3G 用戶名 

【密碼】：撥號用戶的密碼 

【IP 地址】：撥號得到的 IP 地址號 

【手機監控設置】 

    通過手機訪問設備，在路由器上對該埠進行映射。通過協定對設備進行用戶端的監控和操作。 

 
圖 4.13 手機監控設置 

【啟用】反顯■表示選中，打開手機監控功能，選擇了啟用，設置方可生效； 

【埠】 手機監控的埠號，如需通過手機訪問設備，要在路由器上對該埠號進行映射  

【UPNP】  

UPNP 協議在路由器上實現自動埠轉發，使用該功能時，確保路由器上的 UPNP 功能啟用。 

 

圖 4.14 UPNP 設置 

【啟用】反顯■表示選中，打開 UPNP 功能，選擇了啟用，設置方可生效； 

【HTTP】：路由器為該設備自動分配的埠號，IE 流覽時，需加上該埠號進行訪問 

【TCP】：路由器為該設備自動分配的埠號，用戶端軟體監控時，需通過該埠號 

【手機監控埠號】：路由器為該設備自動分配的埠號，手機監控需要通過該埠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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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雲台設置 

 

圖 4.15 雲台設置 

【通道】選擇球機攝影鏡頭接入的通道； 

【協定】選擇相應品牌型號的球機協定(如：PELCOD)； 

【位址】設置為相應的球機位址，預設值為 1（注意：此處的位址務必與球機的位址相一致，否則無

法控制球機）； 

【串列傳輸速率】選擇相應球機所用的串列傳輸速率，可對相應通道的雲台及攝影機進行控制，預設

值為 115200； 

【資料位元】包括 5-8 選項，預設值為 8 位元； 

【停止位元】有 1、2 兩個選項，預設值為 1； 

【校驗】分奇校驗、偶校驗、標誌校驗、空校驗，預設值為無。 

4.8 警報功能 

 設備進行警報操作，功能包括：移動偵測、影像遮擋、影像丟失、警報輸入、警報輸出。 

4.8.1 移動偵測 

通過分析影像圖像，當系統檢測到有達到預設靈敏度的移動訊號出現時，即啟動移動偵測警報，並啟

動聯動功能。 

注：高級鍵同滑鼠右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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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6 移動偵測 

【通道號】選擇要設置移動偵測區域的通道； 

【使能開關】反顯■表示選中，打開移動偵測功能； 

【靈敏度】根據靈敏程度，可設置六檔； 

【區域】點擊設置，進入設置區域分為 PAL22X18，綠色邊框方塊代表當前游標所在位置，蒙色區域為

動態檢測設防區，黑色為不設防區，如圖 4.17 設置區域。按住滑鼠左鍵，劃出設置區域。 

 

圖 4.17 設置區域 

【布撤防時間段】在設置的時間範圍內，設備才會觸發移動偵測告警訊號，如圖 4.18 所示。可按星期

設置，也可統一設置，每天設置四個時間段。選中時間段前的核取方塊■，設置的時間才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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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時間段設置 

【間隔時間】在設置的間隔時間內，如發生多次移動偵察測只觸發依次告警訊號； 

【警報輸出】發生移動偵測時，設置啟動相應聯動警報輸出埠的外接設備； 

【延時】表示警報結束時，警報延長一段時間停止，範圍在 10~300 秒； 

【錄影通道】選擇所需的錄影通道（可複選），發生警報時，系統觸發該通道錄影訊號； 

注：進行聯動錄影，需要【錄影設置】中設置，在相應時間段，啟動檢測錄影 

【輪巡】反顯■表示選中，有警報訊號時，選中的通道進行單畫面輪巡預覽，輪巡間隔時間在【系統

設置】>【輸出模式】中設定； 

【雲台聯動】警報發生時，設置通道的雲台進行聯動，設置如圖 4.19； 

注：聯動雲台，需要在【快顯功能表】>【雲台控制】中，設置預置點、點間巡航、輪巡等參數 

 

圖 4.19 雲台聯動 

【錄影延時】告警狀態結束後，告警錄影延長一段時間停止，範圍為 10~300 秒； 

【螢幕提示】在本地主機螢幕上，彈出警報資訊提示對話方塊； 

【發送 EMAIL】反顯■選中，表示警報發生時同時發送郵件通知用戶。 

注：發送 EMAIL，需要在【網路服務】中進行相應設置。 

【蜂鳴】警報發生時，設備發出“嘀嘀”的兩聲長響。 

【FTP 上傳】警報發生時同時發送警報事件到設置好的 FTP 伺服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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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影像遮擋 

當設備獲取的影像圖像受到外界影響，光線較暗，達到設置靈敏度參數，即啟動影像遮擋告警，並啟

動聯動功能。 

注：高級鍵同滑鼠右鍵。 

 

圖 4.20 影像遮擋 

設置方法：參考章節“4.8.1 移動偵測”。 

4.8.3 影像丟失 

當設備無法獲取通道影像訊號，即啟動影像丟失告警，並啟動聯動功能。 

注：高級鍵同滑鼠右鍵。 

 

圖 4.21 影像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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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方法：參考章節“4.8.1 移動偵測”。 

4.8.4 警報輸入 

當設備獲取到連接的外部警報設備的警報訊號，即啟動設置的警報功能。 

注：高級鍵同滑鼠右鍵。 

 

圖 4.22 警報輸入 

設置方法：參考章節“4.8.1 移動偵測”。 

4.8.5 警報輸出 

操控各通道警報輸出狀態，反顯■表示該通道有警報輸出。可通過桌面快顯功能表，也可在【主功能

表】>【警報功能】>【警報輸出】，進入警報輸出介面。  

 

圖 4.23 警報輸出 

 【配置】根據配置資訊，輸出警報訊號； 

 【始終】不管處於什麼狀態，選擇“始終”按鈕後，對應的通道輸出警報訊號； 

 【關閉】不管處於什麼狀態，選擇“關閉”按鈕後，對應的通道不輸出警報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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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系統設置 

 對設備各項功能參數進行設置，設置項包括：普通設置、輸出模式、用戶管理、系統升級、恢復預設

值、錄影備份。 

4.9.1 普通設置 

 

圖 4.24 普通設置 

【系統時間】設置數位錄影機當前的系統日期和時間； 

【日期格式】選擇日期顯示的格式，包括：年月日、月日年、日月年； 

【日期分隔符號號】選擇日期格式的分隔符號號； 

【時間格式】選擇時間格式，分為 24 小時制和 12 小時制； 

【語言選擇】支援多國語言； 

【硬碟滿時】選擇停止：則在安裝的存儲盤寫滿時，停止錄影； 

 選擇覆蓋：則在安裝的所有存儲盤寫滿時，繼續錄影，迴圈覆蓋最早的錄影檔； 

【本機編號】用於一個遙控器遙控多個數位錄影機的場合，只有在按下遙控器上的位址鍵並輸入遙控

位址且與相應數位錄影機本機編號位址相同才能進行遙控操作； 

【影像制式】支援 PAL、NTSC 制式； 

【待機時間】可設置選單待機時間 0-60，0 為不設置待機時間； 

【車牌號】用於移動車載 DVR； 

【夏令時】夏令時前的核取方塊打勾，再點擊設置按鈕出現圖 4.25 和圖 4.26，通過周或日期設置夏

令的開始時間和結束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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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5 夏令時（周）設置 

 

圖 4.26 夏令時（日期）設置 

4.9.2 輸出模式 

配置影像輸出訊號的參數，包括前端輸出模式和編碼輸出模式。 

前端輸出：在本地預覽的畫面模式，包括通道名稱、時間標題、通道標題、錄影狀態、警報狀態、碼

流資訊、透明度、區域覆蓋； 

編碼輸出：在網路監視和錄影檔的畫面模式，包括通道名稱、時間標題、通道標題、錄影狀態、警報

狀態、碼流資訊和區域覆蓋。 

 

圖 4.27 輸出模式 

【通道名稱】點擊通道名稱修改按鈕，進入通道名稱功能表，可修改通道的名稱（最大支持 16 個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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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個英文字元）； 

【時間標題】狀態反顯■標記表示選中，在監控畫面上顯示系統的日期時間； 

【通道標題】狀態反顯■標記表示選中，在監控畫面上顯示系統的通道號； 

【錄影狀態】狀態反顯■標記表示選中，在監控畫面上顯示系統的錄影狀態； 

【警報狀態】狀態反顯■標記表示選中，在監控畫面上顯示系統的警報狀態； 

【碼流資訊】狀態反顯■標記表示選中，在預覽畫面為九畫面狀態，選中後第九畫面顯示碼流資訊； 

【透明度】選擇背景圖像的透明度，範圍為 128~255； 

【解析度】設置顯示器解析度； 

【通道】選擇設置編碼輸出的通道號； 

【區域覆蓋】反顯，選擇覆蓋區域數按鈕，點擊設置按鈕，進入相應通道畫面，用戶可用滑鼠選擇

任意大小區域遮蓋（覆蓋的區域，輸出的影像為黑色方塊）； 

【時間標題】與【通道標題】設置時間標題和通道標題顯示位置。 

    【輪巡設置】設置頁面輪動顯示，反顯表示開啟模式輪巡。可選擇進行單畫面、四畫面、九畫面、

十六畫面等單獨模式輪巡或混合模式輪巡。 

 

圖 4.28 輪巡設置 

【間隔時間】設置輪巡切換間隔時間，設置範圍為 5-120 秒； 

注：在預覽模式，點擊頁面右上角圖示  /  可開關輪巡（  表示打開輪巡，  表示關閉輪巡）。 

4.9.3 用戶管理 

 管理本機的用戶許可權。 

注：1. 以下用戶名及用戶組名等，各項組成的字元和長度最多為 8 個位元組，字串的首尾空格無效，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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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有空格。合法字元：字母、數位元、下劃線、減號、點，不容許使用其他字元； 

2. 用戶和組的數量不限制，用戶組根據用戶自定義增加或刪除組：出廠設置包括 user\admin 兩級，

用戶可自行設置屬組，組中的用戶可在該組許可權中任意指定功能許可權； 

3. 用戶管理採用組和用戶兩級方式，組名和用戶名不能重複，每個用戶必須屬於某組，一個用戶只能

屬於一個組。 

 

圖 4.29 用戶管理 

【修改用戶】對已存在用戶的屬性進行修改； 

【修改組】對已存在組的屬性進行修改； 

【修改密碼】對用戶帳號進行密碼修改，密碼可設置 1-6 位元，密碼首尾空格無效，中間可以有空格。 

注：且擁有用戶帳號控制許可權的用戶除了能更改自己的密碼外還可以修改其他用戶的密碼。 

 

圖 4.30 修改密碼 

【增加用戶】增加組內用戶，並設置用戶的功能許可權，如圖 4.31。進入增加用戶的功能表介面，輸

入用戶名和密碼，選擇屬於哪個組，並選擇是否複用此用戶。複用表示該帳號可被多個用戶端同時使用。 

一旦選擇所屬的組，則用戶的許可權只能是該組的子集，不能超越該組的許可權屬性。 

為方便用戶管理，建議用戶在定義普通用戶的許可權時比高級用戶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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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1 增加用戶 

【增加組】增加一新的用戶組，並設置組的功能許可權，如圖 4.32。提供 36 種許可權選擇，包括關

閉設備、即時監視、重播、錄影設置、錄影檔備份等。 

 

圖 4.32 增加組 

【刪除用戶】刪除現有用戶。在圖 4.29，選中需要刪除的用戶，點擊刪除用戶按鍵； 

【刪除組】刪除現有組（需保證該組內沒有用戶）。在圖 4.29，點擊刪除組按鈕，出現圖 4.33，選擇

需要刪除的組，點擊刪除按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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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33 刪除組 

4.9.4 系統升級  

 

圖 4.34 系統升級 

 【何處升級】選擇 USB 介面； 

 【升級檔】選擇升級檔。 

4.9.5 恢復預設值 

系統恢復到出廠時的預設值配置狀態（可根據功能表上的選項選擇恢復的具體項） 

 

圖 4.35 恢復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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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 錄影備份 

通過設置，將設備中的錄影檔備份到外接存儲設備中。 

  注：備份檔案前，需要安裝好能夠容納存儲檔的存儲設備。備份被終止，則已經複製到存儲設備的檔

可獨立重播。 

備份中途被終止，已經複製到存儲設備的檔可獨立重播。 

 

圖 4.36 檢測記憶體 

檢測：檢測連接在設備上的存儲設備，可以是隨身碟、硬碟等設備； 

擦除：選擇希望刪除檔設備，點擊擦除鍵可以刪除設備中的檔； 

停止：停止備份； 

備份：點擊備份，彈出備份對話方塊如圖 4.37，可根據類型、通道、時間等屬性選擇備份的錄影

檔。 

 

圖 4.37 錄影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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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空：清空顯示出來的檔資訊； 

添加：顯示滿足設置的檔屬性的檔資訊； 

 開始/停止：在選中檔後，點擊開始則開始備份，點擊停止則停止備份。 

注：備份時，可退出本頁面執行其他功能。 

4.9.7 設備資訊 

提供設備的周邊設備資訊，方便客戶的理解使用 

 

圖 4.38 設備資訊 

4.9.8 自動維護 

  用戶可自行設置設備自動重啟系統的時間，和自動刪除設定時間期限的檔。 

 

圖 4.39 自動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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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網路訪問及管理 

5.1 WEB 網路操作 

1、 網路連接 

 進行 WEB操作前，需要將本設備與網路進行連接。 

★ 注意：部分機型在連網之前，PC 機必須先安裝隨機光碟”配套工具”目錄中的”ActiveX”插件，否則

IE 提示無法連接 

步驟 1：將本設備正確接入網路； 

步驟 2：給電腦主機和本設備分別設置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和閘道（如網路中沒有路由設備請分配同

網段的 IP位址，若網路中有路由設備，則需設置好相應的閘道和子網路遮罩），本設備的網路設置見【主

功能表】>【網路設置】。 

（本設備與 PC機的 IP 網段需要一致。如果連接不上，請檢查本設備 IP 是否連接通順） 

2、 登陸 

網路連通後，進行登陸。 

步驟 1：連接設備。打開網路流覽器，在位址欄輸入要登陸的設備 IP 位址。以設備 IP 位址

192.168.1.10 為例，即在位址欄中輸入：http://192.168.1.10 進行連接。 

如果 PC 機在首次連接，打開系統時，彈出安全預警是否接受 WEB 控制項 web.cab，請用戶選擇接受，

系統會自動識別安裝。（如果系統禁止下載，請確認是否安裝了其他禁止控制項下載的插件，並降低 IE 的

安全等級） 

連接成功後會彈出如下所示的介面。 

注：初次登陸時，系統將進行註冊，需要等待 2~3 分鐘。 

http://192.168.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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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 WEB 登陸介面 

步驟 2：登錄。輸入用戶名和密碼，公司出廠預設值管理員用戶名為 admin， 密碼為空。登錄後請

用戶及時更改管理員密碼。 

登錄成功後，顯示如下圖所示的介面。 

 

圖 5.2 WEB 操控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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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WEB 操控 

在如圖 5.2 WEB 操控介面，進行 WEB操作。 

1、 畫面分割 

選擇預覽畫面模式； 

2、 重播 

進入重播模組，可支援 4路同時重播； 

3、 日誌 

顯示日誌資訊； 

4、 本地配置 

進行 WEB端警報設置，和查詢 WEB 系統版本資訊； 

5、通道操控 

 選中操控的通道，遊標位於操控的通道視窗處，單擊滑鼠右鍵，可選擇對應通道功能操作； 

 遊標位於右上角通道名處，單擊右鍵，可選擇對應通道碼流類型。 

5.2 用戶端 CMS 軟體操作 

CMS 軟體用於在同一 PC 機上，同時對多台 DVR 設備進行操控。 

請將配件包裏的光碟取出，在光碟中配套工具裏拷貝出 CMS 安裝軟體。在本地 PC 機安裝後，雙擊 CMS

打開出現如圖 5.3 的登陸介面，預設值為無密碼，也可設置用戶端登陸密碼，(注：此密碼為 CMS 用戶

端密碼，非 DVR 登陸密碼)。 

 

圖 5.3 CMS 登陸介面 

 

點確定後進入 CMS操作介面，如圖 5.4： 



H.264 DVR 網路數位錄影機使用手冊 

第 53 頁 

 

圖 5.4 CMS 操作介面 

點擊右下角系統設置，切換到監控點管理選項如下圖： 

 

先點 添加域，區功能變數名稱可隨意取，確定後在區域列表中選中創建好的區功能變數名稱，選

添加設備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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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提示輸入需要操控的 DVR 設備資訊，確定後添加成功，重複上述操作，可加入多台 DVR 設備，

進行管理和監控操作。 

如果添加好的設備需要修改，先選中要修改的 DVR，然後點此 圖示進行修改 DVR 參數，

也可對區域列表中添加好的 DVR 進行刪除 操作。 

添加 DVR步驟操作完成後，點右下角即時監控標籤，切換到多畫面監看介面，雙擊左上角設備欄中的 DVR

通道，即可進行即時監控。 

 

 

 本手冊僅介紹基本操作，詳細的操作請參考光碟中的電子說明書； 

 產品即時更新，如有升級恕不另行通知； 

 產品說明中有疑問或爭議的，以公司最終解釋為准； 

 本說明書供多個產品做參考，每個產品的具體操作不一一例舉，遇到疑難問題請與公司客服部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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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常見問題解答及使用維護 

6.1 常見問題解答 

若您所遇到的問題不在以下的內容中，請與您所在地客服人員聯繫或致電總部客服諮詢，我們將竭誠

為您服務。  

1、 問：開機後，數位錄影機無法正常啟動  

答：可能原因： 

1 輸入電源不正確 

2 開關電源線接觸不好 

3 開關電源壞 

4 程式升級錯誤 

5 硬碟損壞或硬碟排線問題 

6 前面板故障 

7 數位錄影機主板壞  

2、 問：數位錄影機啟動幾分鐘後會自動重啟或經常死機  

答：可能原因： 

1 輸入電壓不穩定或過低 

2 硬碟有壞軌或硬碟排線壞 

3 開關電源功率不夠 

4 前端影像訊號不穩定 

5 散熱不良，灰塵太多，機器運行環境太惡劣 

6 數位錄影機硬體故障  

3、 問：啟動後找不到硬碟  

答：可能原因： 

1 硬碟電源線沒接 

2 硬碟排線壞 

3 硬碟壞 

4 主板 SATA 口壞 

4、 問：單路、多路、全部影像無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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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能原因： 

1 程式不匹配，重新升級正確的程式 

2 圖像亮度都變成 0，恢復預設值設置 

3 影像輸入訊號無或太弱 

4 設置了通道保護（或螢幕保護） 

5 數位錄影機硬體故障   

5、 問：即時圖像問題，如影像圖像色彩、亮度失真嚴重、畫面閃爍跳動 等  

答：可能原因： 

1 用 BNC 做輸出時，NTSC 制和 PAL 制制式選擇不正確，圖像會變黑白 

2 數位錄影機與監視器阻抗不匹配 

3 影像傳輸距離過遠或影像傳輸線衰減太大 

4 數位錄影機色彩、亮度等設置不正確 

6、 問：本地重播查詢不到錄影  

答：可能原因 

1 硬碟資料線或跳線錯誤 

2 硬碟壞 

3 升級了與原程式檔系統不同的程式 

4 想查詢的錄影已經被覆蓋 

5 錄影沒有打開 

7、 問：本地查詢錄影花屏  

答：可能原因： 

1 畫質設置太低 

2 程式資料讀取出錯，碼流顯示很小，重播時滿屏馬賽克，一般機器關機重啟後正常 

3 硬碟資料線和硬碟跳線錯誤 

4 硬碟故障 

5 機器硬體故障 

8、 問：監視無聲音 

答：可能原因 

1 不是有源麥克風 

2 不是有源音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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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聲音線壞 

4 數位錄影機硬體故障 

9、 問：監視有聲音，重播沒有聲音 

答：可能原因： 

1 設置置問題：聲音選項沒有打開  

2 對應的通道沒有接影像，圖像藍屏時，重播會斷斷續續                                                                                                                                    

10、 問：時間顯示不對  

       答：可能原因： 

1 設置錯誤 

2 電池接觸不良或電壓偏低 

3 晶體振盪器不良  

11、 問：數位錄影機無法控制雲台  

    答：可能原因： 

1 前端雲台故障 

2 雲台解碼器設置、連線、安裝不正確 

3 接線不正確 

4 數位錄影機中雲台設置不正確 

5 雲台解碼器和數位錄影機協定不匹配 

6 雲台解碼器和數位錄影機位址 ID 不匹配  

7 接多個解碼器時，雲台解碼器 A B 線最遠端需要加 120 歐電阻來消除反射和阻抗匹配，否則

會造成雲台控制不穩定 

8 距離過遠    

12、 問：移動偵測不起作用  

答：可能原因： 

1 時間段設置不正確 

2 移動偵測區域設置不合適 

3 靈敏度太低 

4 個別版本硬體限制 

13、 問：用戶端或者 WEB 不能登陸  

答：可能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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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戶端無法安裝或者無法正常顯示 作業系統是 win98 或 win me：推薦將作業系統更新到

win2000sp4 以上版本，或者安裝低版本的用戶端軟體。 

2 ActiveX 控制項被阻止，請在 PC 機上安裝隨機光碟”配套工具”目錄中的”Activex”控制

項 

3 沒有安裝 dx8.1 或以上版本，升級顯卡驅動  

4 網路連接故障 

5 網路設置問題 

6 用名和密碼不正確 

7 用戶端版本與數位錄影機程式版本不匹配    

14、 問：網路預覽畫面及錄影檔重播時有馬賽克或沒有圖像  

      答：可能原因： 

1 網路暢通性不好 

2 客戶機是否資源頻寬限制  

3 數位錄影機網路設置中選擇了組播模式，組播模式會有較多馬賽克，不建議選擇。  

4 本機設置區域遮擋或通道保護 

5 所登錄的用戶沒有監視許可權 

6 數位錄影機本機輸出即時圖像就不好 

15、 問：網路連接不穩定  

    答：可能原因： 

1 網路不穩定 

2 IP 地址衝突 

3 MAC 地址衝突   

4 電腦或數位錄影機網卡不好   

16、 問：刻錄/USB 備份出錯  

答：可能原因： 

1 燒錄機與硬碟掛在同一條資料線上  

2 資料量太大 CPU 佔用資源太大，請停止錄影再備份 

3 資料量超過備份設備容量，會導致刻錄出錯 

4 備份設備不相容 

5 備份設備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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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問：鍵盤無法控制數位錄影機  

答：可能原因： 

1 數位錄影機串口設置不正確  

2 位址不正確。  

3 接多個轉換器時，供電不足，需給各轉換器供電 

4 傳輸距離太遠   

18、 問：警報訊號無法撤防  

     答：可能原因： 

1 警報設置不正確  

2 手動打開了警報輸出 

3 輸入設備故障或連接不正確 

4 個別版本程式問題，升級程式可以解決 

19、 問：警報不起作用  

答：可能原因： 

1 警報設置不正確  

2 警報接線不正確  

3 警報輸入訊號不正確 

4 一個警報設備同時接入 2 個回路    

20、 問：遙控器無法控制  

答：可能原因： 

1 遙控地址不對 

2 遙控距離過遠或角度比較偏 

3 遙控器電池用完 

4 遙控器損壞或錄影機前面板損壞    

21、 問：錄影存儲時間不夠  

    答：可能原因： 

1 前端攝影機品質差、鏡頭太髒、逆光安裝、光圈鏡頭沒有調好等引起碼流比較大 

2 硬碟容量不夠 

3 硬碟有損壞 

22、 問：下載檔無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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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可能原因： 

1 沒有安裝播放器 

2 沒有安裝 DX8.1 以上版本圖形加速軟體 

3 轉成 AVI 格式後的檔用 MEDIA PLAYER 播放，電腦中沒有安裝 DivX503Bundle.exe 插件 

4 winxp 作業系統需安裝 插件 DivX503Bundle.exe 和 ffdshow-2004 1012 .exe 

23、 問：本地功能表操作高級密碼或網路密碼忘記  

    答：解決辦法： 

1 請與您所在地客服人員聯繫或致電總部客服電話，我們將根據您提供的機器型號及程式版本

指導您如何解決。 

6.2 使用維護 

1 電路板上的灰塵在受潮後會引起短路，影響數位錄影機正常工作甚至損壞數位錄影機，為了

使數位錄影機能長期穩定工作，請定期用刷子對電路板、接插件、機箱風機、機箱等進行除

塵。 

2 請保證工程良好接地，以免影像、聲音訊號受到干擾，同時避免數位錄影機被靜電或感應電

壓損壞。 

3 音/影像訊號線以及 RS-485 等介面，請不要帶電插拔，否則容易損壞這些埠。 

4 在數位錄影機的本地影像輸出（VOUT）介面上儘量不要使用電視機，否則容易損壞數位錄影

機的影像輸出電路。 

5 數位錄影機關機時，請不要直接關閉電源開關，應使用功能表中的關機功能，或面板上的關

機按鈕（按下大於三秒鐘），使數位錄影機自動關掉電源，以免損壞硬碟。 

6 請保證數位錄影機遠離高溫的熱源及場所。 

7 請保持數位錄影機機箱周圍通風良好，以利於散熱。 

請定期進行系統檢查及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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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遙控器操作   

 

（1）     （2）     （3）      （4）  (5)(6) (7）（8） 

 

 

序號 名稱 功能 

1 多畫面鍵 進入多畫面預覽介面 

2 數字鍵 密碼輸入、數位輸入或通道切換 

3 ESC 鍵 返回上一頁面 

4 方向鍵 方向鍵和確認鍵 

5 遙控器地址 按該鍵輸入錄影機的本機編號即可控制該錄影機 

6 輔助鍵 進入對應頁面輔助功能功能表 

7 重播操控鍵 錄影重播時，進行基本操作 

8 錄影控制鍵 進入錄影控制功能表 

附錄 2.滑鼠操作 

*本文檔以右手使用滑鼠習慣為例* 

本設備支援 USB 介面的滑鼠。 

 

操作 功能 

雙擊滑鼠左鍵 

錄影重播時，雙擊錄影檔列表的某一項，重播該段錄影。 

雙擊重播圖像，為放大或縮小螢幕功能 

預覽頁面時，雙擊某一通道，全畫面所點擊通道。再次雙擊，恢復多畫面 



H.264 DVR 網路數位錄影機使用手冊 

第 62 頁 

單擊滑鼠左鍵 在功能表頁面下，選擇相應功能項 

單擊滑鼠右鍵 
預覽頁面時，彈出桌面快顯功能表 

在功能表操作中，當前功能項快顯功能表 

轉動滾輪 

數位框設置數值時轉動滑鼠滾輪增減數位框的數值 

切換下拉式列示方塊內的選項 

列表框上下翻頁 

滑鼠移動 選中當前座標下的控制項或控制項的某項進行移動 

滑鼠拖動 
設置移動偵測的區域 

設置區域覆蓋的區域 

附錄 3.硬碟的容量計算 

初次安裝數位錄影機,確定機內硬碟是否安裝，IDE 硬碟安裝時需注意硬碟的跳線（最好使用市面大宗

品牌的標準 SATA 介面硬碟，經過轉換設備轉換的 IDE 硬碟將有可能引響主機的錄影功能）； 

1、 硬碟自身的容量大小 

錄影機對於單硬碟容量沒有限制，可選擇 10G 以上的硬碟。為了獲得更好的穩定性，我們推 

薦使用 120G~250G 大小的硬碟。 

2、 總容量大小的選擇 

硬碟容量的計算公式為： 

總硬碟容量（M）=通道數×需求時間（小時）×每小時佔用硬碟空間（M/小時） 

同樣我們可以得到錄影時間的計算公式： 

錄影時間（小時）=            
總硬碟容量（M）             

                      每小時佔用硬碟空間（M/小時）×通道數 

數位錄影機採用了 MPEG4/H.264 的壓縮技術，它本身的動態範圍相當大，因此計算硬碟容量需要

依據碼流統計各個通道每小時生成檔大小的估值。 

例如： 

用一塊 500G 的硬碟，以即時 CIF 錄影品質，大約可以錄影 25 天。單通道的錄影每小時佔用硬碟

空間為 200M/小時，使用 4 通道即時 CIF 的錄影品質 24 小時連續錄影的天數為：500G/（200M/小時*24

小時*4 通道）=26 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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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技術參數 

 

 型  號 4 路 8 路 16 路 

系統 

主處理器 工業級嵌入式微控制器 

作業系統 嵌入式 LINUX 作業系統 

系統資源 同時多路錄影，同時多路子碼流、同時多路重播、同時網路操作 

介面 

操作介面 16 位元元真彩色圖形化功能表操作介面，支援滑鼠操作 

畫面顯示 1/4 畫面顯示 1/4/8/9 畫面顯示 1/4/8/9/16 畫面顯示 

影像 

影像標準 PAL 制,（625 線，50 場/秒）/ NTSC 制, （625 線，60 場/秒） 

監視圖像品質 D1:704×480 <NTSC> / 704×576 <PAL> 

重播圖像品質 QCIF:176×120、CIF:352×240、HD1:704×240、D1:704×480 <NTSC> 

QCIF:176×144、CIF: 352×288、HD1: 704×288、D1: 704×576 <PAL> 

圖像壓縮 H.264  mp 

圖像控制 6 檔可調 

錄影速度(CIF) NTSC/PAL：120/100 NTSC/PAL：240/200 NTSC/PAL：480/400 

圖像移動偵測 每畫面可設置 396(22×18)個檢測區域；可設置多級靈敏度 

聲音 

聲音壓縮 G711A 

錄音 支援 4/8 路聲音錄音 

錄影

和 

重播 

錄影方式 手動>警報>移動偵測>定時 

本地重播 1 路重播、多路重播 

錄影查詢方式 時間點檢索、日曆檢索、事件檢索、通道檢索、打點資訊檢索 

存儲

和 

備份 

每路佔用硬碟空間 聲音：28.8M 位元組/小時＋影像：25～450M 位元組/小時 

錄影保存 本機硬碟、網路 

備份方式 網路備份、USB 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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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面 

影像輸入 4 路 BNC 8 路 BNC 16 路 BNC 

影像輸出 1 路 BNC，1 路 VGA 輸出(VGA 選配) 

環通輸出 無 

矩陣輸出 無 

聲音輸入(可選) 4 路 RCA 8 路 RCA 16 路 RCA 

聲音輸出(可選) 1 路 RCA 輸出 

警報輸入(可選) 4 路 4 路 8 路 

警報輸出(可選) 1 路 1 路 1 路 

網路介面 RJ45 10M/100M 自適應乙太網口 

雲台控制介面 1 個 RS485 

USB 介面 2 個 USB 介面（若前面板有 USB 口，則與後面板上方介面不可同時使用） 

硬碟介面 1 個 SATA 介面 1 個&2 個 SATA 介面 2 個 SATA 介面 

其他 

電源 DC 12V 電源適配器 

功耗(不含硬碟) <10W <15W 

使用工作溫度 0℃~＋55℃ 

使用濕度 10%－90% 

大氣壓 86kpa－106kpa 

尺 寸 以實物為準 

重 量 以實物為準 

安裝方式 機架安裝、臺式安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