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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安装和维修只能由经验丰富的合格技术人员来执行，且必须遵守所有当地法规和规章来维护您的质

量保证。

• 为减少火灾或触电风险，请勿让本产品淋雨或受潮。

• 请使用干的软布擦拭摄像头。对于顽固污渍，请使用少量稀释过的中性洗涤剂，然后用干的软布擦

拭。

• 请勿在摄像头上使用苯或稀释溶液，这可能会导致设备表面被溶解，或者导致镜头起雾。

• 本产品预期采用专业安装，请遵循当地接线法规。

• 本摄像头必须由合格人员安装，且安装应符合所有当地法规。

• 请勿更换摄像头电池。如果换用错误型号的电池，则可能出现爆炸风险。

• 为了使用外部电源，请联系摄像头制造商，确认电源符合 LPS要求且与摄像头共用相同电源规格。

• 请使用 DC 12V电源适配器并将其插入摄像头和电源插座。或者，用户可使用以太网电缆并将其连接

至摄像头的 RJ-45连接器和供电设备 (PSE) 开关。

• 本产品预期由经过认证的电源适配器或标有 “L.P.S.”( 或 “有限电源 ”) 的 DC 电源供电，额定值最小为

12Vdc，0.93A或 48Vdc，0.27A( 对于 PoE) ，Tma = 55摄低度最小。如果需要进一步协助，请拨打电话

(800) 507-6268或 (561) 912-6259或访问网站 www.americandynamics.net与 American Dynamics联系。

WEEE(废旧电子电气设备 ) 。本产品的适当处置 ( 适用于欧盟以及制定了独立收集机制的其他欧洲国家 /地区 ) 。
本产品在其使用寿命结束时，应按照适用的当地法律、法规和规程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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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 Pro Gen 2系列 12MP Fisheye摄像头

本章将介绍 Illustra Pro Gen 2 12 MP Fisheye 摄像头的产品特性、安装程序和连接信息。

产品特性

处理和清洁镜头外罩时需要小心，以免刮伤。有关球形外罩处理和清洁的信息，请参阅
8200-1174-01 Bubble Clearing Procedure Application Note( 8200-1174-01球形外罩清洁步骤应用
说明 )。

前往 https://illustracameras.com/products。

从 Products(产品 )页面，选择您的摄像头所属的产品范围，然后选择您的摄像头型号。单
击下载，搜索球形外罩处理和清洁步骤。

产品概述

本章介绍 Illustra Pro Gen 2 12MP Fisheye 摄像头的特性和安装。摄像头的产品代码和说明
请参阅下表。

表 1 Illustra Pro Gen 2 12MP Fisheye摄像头的产品代码和描述

产品代码 型号名称 描述

IPS12-F27-OI02 Illustra Pro Gen 2，12MP Fisheye 摄

像头

Illustra Pro 12MP Fisheye，室内 /外，非防破坏，

白色，TDN，带红外，WDR

开箱

• 1 x Illustra Pro Gen2 12MP Fisheye 摄像头

• 1 x 安全梅花头 L键

• 1张安装模板贴纸

• 1 x 适配器板

• 1 x 螺母柱环

• 3 x ‘4.8x24.7mm ’塑料螺旋锚

• 6 x ‘M4*8H’ 螺钉，带扁簧和垫片 (适配器板与垂饰 )

• 6 x ‘8-32UNC*5/16H’ 螺钉 (螺母柱环，4s 电气箱 )

• 3 x M3 自攻螺钉 (无垫片 )

• 3 x M3 标准螺钉 (无垫片 )

• 1份印刷版快速入门指南

• 1个 2针脚接线端子

• 1 x 干燥剂袋

• 1 x 12cm/5”胶带

• 1 x ‘O’形圈

https://illustracameras.com/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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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 橡胶电缆密封件

安装工具

• 1把螺丝刀

• 1 x 安全梅花头 L键

• 1 x 钻头

快速参考

• 默认 IP：192.168.1.168(已启用 DHCP)

• 默认用户名 / 密码：admin / admin

• 电源：PoE 或 DC 12V

注：为了最大程度防护冷凝，每当卸下顶部护盖时均请更换干燥袋。

图 1：Pro Gen2 12MP Fisheye摄像头

步骤 1 将摄像头安装至墙壁并将其通电

步骤 操作

1 将安装模板贴纸贴在墙壁。

2 在墙壁上，依据安装模板贴纸上标识的标志，钻两个 Ø 8.01mm 孔，并凿出一个 Ø
31.5mm 电缆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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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将两个 ‘4.8x24.7mm’ 塑料螺旋锚插入两个 Ø 8.01mm 孔。

4 使用梅花头 L键松开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螺钉 (图 2)并从摄像头基座卸下摄像头
护盖。

图 2摄像头护盖螺钉

5 将电源电缆插入，将摄像头基座上提至墙壁，将 DC 12V 电缆连接至 DC 12V 端子
或将 RJ-45 插孔连接至通过以太网电缆供电的 PoE 兼容网络装置。

6 将摄像头基座上的两个孔与墙壁上的两个孔对齐，将两颗 M3 自攻螺钉插入两个
孔，将摄像头基座牢牢连接至墙壁。

7 从其密封袋中取出干燥剂袋，撕下干燥剂袋的保护膜。

8 将干燥剂袋插入摄像头。参见图 3中的此位置。

9 将摄像头护盖上提至摄像头基座，将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外加螺钉与摄像头基座
上的螺纹孔对齐。

10 使用梅花头 L键将两颗摄像头护盖螺钉 (图 2)固定至摄像头基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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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干燥剂袋位置

-结束 -

步骤 2 将摄像头安装至电气箱并将其通电

可将摄像头安装至 4s 电气箱、单联电气箱或双联电气箱。

步骤 操作

1 取下电气接线盒护盖。

2 将螺母柱环上提至电气箱，将螺母柱环上的四个孔与电气箱上的四个孔对齐。

3 将四颗 8-32UNC*5/16H’ 螺钉插入四个孔，将螺母柱环牢牢连接至电气箱。

4 使用梅花头 L键松开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螺钉 (图 2)并从摄像头基座卸下摄像头
护盖。

5 将电源电缆插入螺母柱环上的电缆孔，将摄像头基座上提至螺母柱环，将 DC 12V
电缆连接至 DC 12V 端子或将 RJ-45 插孔连接至通过以太网电缆供电的 PoE 兼容
网络装置。

6 将摄像头基座上的两个孔与螺母柱环上的两个孔对齐，将两颗 M3 标准螺钉插入
两个孔，将摄像头基座牢牢连接螺母柱环。

7 从其密封袋中取出干燥剂袋，撕下干燥剂袋的保护膜。

8 将干燥剂袋插入摄像头。参见图 3中的此位置。

9 将摄像头护盖上提至摄像头基座，将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外加螺钉与摄像头基座
上的螺纹孔对齐。

10 使用梅花头 L键将两颗摄像头护盖螺钉 (图 2)固定至摄像头基座。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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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 将摄像头安装至倾斜支架

IPFETILTMOUNT(倾斜支架 )配件适用于此摄像头。请参见
https://illustracameras.com/accessories/ 了解更多信息。

步骤 操作

1 使用梅花头 L键松开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螺钉 (图 2)并从摄像头基座卸下护盖。

2 将电源电缆插入倾斜支架上的电缆孔，将摄像头基座上提至倾斜支架，将 DC 12V
电缆连接至 DC 12V 端子或将 RJ-45 插孔连接至通过以太网电缆供电的 PoE 兼容
网络装置。

3 将摄像头基座上的两个孔与倾斜支架上的两个孔对齐，将两颗 M3 标准螺钉插入
两个孔，将摄像头基座牢牢连接至倾斜支架。

4 从其密封袋中取出干燥剂袋，撕下干燥剂袋的保护膜。

5 将干燥剂袋插入摄像头。参见图 3中的此位置。

6 将摄像头护盖上提至摄像头基座，将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外加螺钉与摄像头基座
上的螺纹孔对齐。

7 使用梅花头 L键将两颗摄像头护盖螺钉 (图 2)固定至摄像头基座。

-结束 -

步骤 4 将摄像头安装至壁挂支架或垂饰帽

ADCiM6WALLWK (壁挂支架 )和 ADCi6DPCAPOW(垂饰帽 )附件适用于此摄像头。请参见
https://illustracameras.com/accessories/ 了解更多信息。

步骤 操作

1 将适配器板上提至附件，将适配器板上的四个孔与附件的四个孔对齐。

2 将四颗 ‘M4*8H’ 螺钉插入四个孔，将适配器板牢牢连接至附件。

3 使用梅花头 L键松开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螺钉 (图 2)并从摄像头基座卸下护盖。

4 将电源电缆插入适配器板上的电缆孔，将摄像头基座上提至适配器板，将 DC 12V
电缆连接至 DC 12V 端子或将 RJ-45 插孔连接至通过以太网电缆供电的 PoE 兼容
网络装置。

5 将摄像头基座上的两个孔与适配器板上的两个孔对齐，将两颗 M3 标准螺钉插入
两个孔，将摄像头基座牢牢连接至适配器板。

6 从其密封袋中取出干燥剂袋，撕下干燥剂袋的保护膜。

7 将干燥剂袋插入摄像头。参见图 3中的此位置。

8 将摄像头护盖上提至摄像头基座，将摄像头护盖上的两颗外加螺钉与摄像头基座
上的螺纹孔对齐。

9 使用梅花头 L键将两颗摄像头护盖螺钉 (图 2)固定至摄像头基座。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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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摄像头按钮和连接

表 1：摄像头按钮 /接线描述

摄像头部件 描述 备注

1 RJ-45( PoE 连接) 网络连接

2 电源( DC 12V 电源连

接) 连接电源

3 microSD 卡槽
将 microSD 卡插入卡槽，即可存储视频和快照。当摄像头开启

时，请勿取出 microSD 卡。

4
请勿将外部电源连接至

摄像头的警报 I/O 连接

器) 。

1 – 警报输出 +

2 – 警报输出 –

3 – 警报输入 +

4 – 警报输入 –

5 – 接地

6 – 音频输出( 线路输出)

7 – 音频输入( 线路输入)

5 出厂默认按钮 用合适的工具按下按钮至少 20 秒即可恢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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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 将电缆插入电缆密封件

未使用管道时，需要密封穿过电缆密封件的电缆。这是为了保护摄像头并维护摄像头性
能。注：电缆密封件位于摄像头本体下侧。

步骤 操作

1 将橡胶电缆密封件 (图 5)定位在摄像头本体的下侧。

图 5橡胶电缆密封件

注：注：电缆密封件上有三个管件，两个封闭，一个开放。

2 将电源电缆插入电缆密封件上的 “开放 ”管件。

注：注：如果需要其他电缆，请切除其他两个管件的顶部，将电缆插下一个

或两个管件。

注：注：确保电缆与管件之间无缝隙。

3 为了加强电缆保护，请使用所提供的自熔性胶带，将其缠绕在管件上的电缆进入
点。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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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

Illustra Pro 12MP 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和内联网实时提供视频图像和音频。它配有以太网 RJ-
45 网络接口。

以下是摄像头网络拓扑图示。

12MP Fisheye摄像头拓扑

图 6摄像头网络拓扑类型 I。

图 7摄像头网络拓扑类型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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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

默认 IP地址

由于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设备，首次启动时必须先分配一个 IP 地址。设备的默认 IP 地址
是 192.168.1.168，子网掩码是 255.255.255.0。

但是，如果您的网络上有 DHCP 服务器，设备将从 DHCP 服务器自动获取 IP 地址，因此无
需更改摄像头 IP 地址。

注：如果您在 DHCP 启用前为摄像头分配静态 IP 地址，摄像头首先会重新启动约 30 秒，

然后一直可通过其静态 IP 接入，直到与 DHCP 服务器连接。

• 直接与 PC 连接：用标准以太网电缆将摄像头直接连接到 PC。这需要 POE 交换机
或供电模块。

• 将摄像头连接到局域网 (LAN)：若要将摄像头添加到现有 LAN，将摄像头添加到网
络上的 POE 集线器或交换机。

图 8网络连接图

默认摄像头设置

下表介绍了默认摄像头设置。

网络设置 默认值

DHCP 已启用

静态 IP 地址 192.168.1.168

默认用户名 admin

默认密码 admin

注：首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用户更改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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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 连接计算机

步骤 操作

1 确保摄像头和您的计算机在同一个子网中。

2 对默认 IP 地址进行 ping 检测，检查设备和计算机之间是否存在网络连接。

a 打开命令提示符。

b 键入 “Ping 192.168.1.168”。如果出现消息：“来自 ...回复 ”，则表示存在连接。

3 启动 Internet Explorer并输入 IP 地址：192.168.1.168此时会显示一个登录窗口。在该
窗口中，输入默认的用户名：admin 和密码：admin 进行登录。

-结束 -

DHCP
摄像头初次启动时和硬件恢复出厂设置后，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将默认启用且保持
启用状态，直到摄像头接收到 DHCP 地址或被分配静态 IP 地址。

步骤 7 启用 DHCP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选中启用 DHCP复选框以启用 DHCP 并禁用手动设置。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摄像头将搜索 DHCP 服务器。若找到，则连接该服务器。如果两分钟内没有连接 DHCP 服
务器，摄像头将使用默认 IP 地址 192.168.1.168，不过会继续搜索 DHCP 地址。

注：如果您在 DHCP 启用前为摄像头分配静态 IP 地址，摄像头首先会重新启动约 30 秒，

然后一直可通过其静态 IP 接入，直到与 DHCP 服务器连接。

-结束 -

步骤 8 禁用 DHCP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清除启用 DHCP复选框可禁用 DHCP，并允许输入手动设置。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4 如果已禁用启用 DHCP：

a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 IPv4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IPv4 地址。默认设置为
“192.168.1.168”

b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络掩码文本框中输入网络掩码。默认设置为
“255.255.255.0”

c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关文本框中输入网关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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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主 DNS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主 DNS 服务器。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使用 Illustra Connect工具管理摄像头

除了使用 IE 浏览器来访问摄像头外，您还可以选择使用随附的工具 Illustra Connect。

illustra Connect 是一个设计用于在局域网上管理网络摄像头的管理工具。它可以：

• 帮助您查找多个网络摄像头

• 设置 IP 地址

• 显示连接状态

• 管理固件升级

• 批量配置

请参阅配置 位于第 页 18，进一步了解使用 Illustra Connect 工具配置摄像头的信息。

步骤 9 使用 Illustra Connect连接摄像头

注：

Illustra Connect 只能在与其托管计算机相同的子网上发现设备。因此，摄像头和参与配置

的计算机必须位于相同的子网上。

步骤 操作

1 使用连接至相同网络或子网的计算机，安装 Illustra Connect 软件。

Illustra Connect 软件和 Illustra Connect 手册请在这里下载：www.illustracameras.com

2 安装完成后，运行 Illustra Connect。

软件会搜索网络并显示所有兼容设备。

3 选择要配置的摄像头，通过其唯一的 MAC 地址找到该摄像头。

4 右键单击摄像头并选择 “启动 Web GUI 配置 ”。显示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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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 使用静态 IP 地址连接摄像头

步骤 操作

1 摄像头将尝试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没有 DHCP 服务器时，摄像头将被分
配一个静态 IP 地址：192.168.1.168。

2 打开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输入摄像头的 URL：192.168.1.168。此时会显示摄像
头登录页面。

注：

用于配置摄像头的计算机必须在同一子网上有 IP 地址。

-结束 -

步骤 11 登录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步骤 操作

1 选择摄像头时，将显示登录页面。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首选语言。

2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3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默认密码是 admin。

4 选择登录。

注：当您首次访问摄像头时或在工厂重置后，将可见以下两个弹出窗口：一个弹出窗口要

求用户 Define a Host Id(定义主机 ID)，一个弹出窗口要求用户选择 Security Type(安全类

型 )。有关这方面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用户手册。

5 此时可见实时视图页面。这会显示摄像头的当前视图。

注：

首次登录时，系统将提示用户更改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结束 -

步骤 12 为壁装摄像头启用正确的视频方向

步骤 操作

1 登录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2 选择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中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3 从基本配置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4 选择所需的方向设置：

• 镜像

• 翻转

5 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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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以下部分将介绍如何使用网络用户界面配置 Illustra Pro Gen 2摄像头。

用于首次连接的安全模式配置文件

Illustra Pro Gen 2摄像头具备相关功能，可以在 “标准安全 ”模式或 “增强安全 ”模式下工作。

“增强安全 ”工作模式用于控制对摄像头通信协议 HTTP、HTTPs、FTP 和 SMTP 的更改。当
摄像头处于 “增强安全 ”模式时，需要有一个复杂的 7字符管理员密码才能修改这些协议。

请参阅安全模式概述 位于第 页 19，进一步了解 “标准安全 ”模式和 “增强安全 ”模式的差异。

访问 Illustra Pro Gen 2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使用下列步骤访问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步骤 13 登录摄像头

步骤 操作

1 有关如何将摄像头连接至网络或计算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连接 位于第 页
14。

2 选择摄像头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首选语言。默认语言是 “英语 ”。

4 在系统提示时，输入默认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

5 点击 Log in(登录 )。显示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当您首次访问摄像头时或在工厂
重置后，将提示您 Define a Host Id(定义主机 Id)和 Select a Security Type(选择安
全类型 )。
• Define a Host ID(定义主机 ID)：管理员用户必须输入一个包括
字母和 /或数字的主机 ID 6字符代码。该唯一的密码可被用于访
问操作系统文件。出于安全原因，主机 ID 未保存在摄像头上，
且在需要远程访问操作系统时，必须提供给 Illustra 技术支持人
员。

• Select a Security Type(选择安全类型 )：标准安全或增强安全。

6 如果您选择标准安全选项，则必须更改密码。

注：密码复杂性设置为至少需要 5个字符，不能使用 'admin’。

7 如果您选择增强安全选项，则必须更改默认的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注：密码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至少包含八个字符。

必须从下列每个字符组中各选用至少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小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数字字符 - 0123456789
• 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_ `

注：一旦以上步骤已完成，现场视图将可见。这会显示摄像头的当前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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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安全模式概述

标准安全：

• 必须更改默认的管理员密码。

• 所有具备相应权限的用户均可更改通信协议。

• 密码复杂性设置为至少需要任意 5个字符，不能使用 'admin’。

• 身份验证方式默认设置为基本。

增强安全：

• 除非用户启用，否则非安全协议默认处于禁用状态。

• 如果选择增强安全，您必须更改默认的 “admin”用户名和密码。

• 除非用户启用，否则发现协议默认处于禁用状态。

• 仅具备管理权限的用户可以更改协议，并且需要该用户再次输入密码。

• 身份验证方式默认设置为摘要式。

• 默认情况下启用 HTTPS 协议。

• 所有帐户的密码都要符合以下密码复杂度要求：

• 最少字符数：8

• 密码不能包含用户名 (区分大小写 )

• 必须从下列每个字符组中各选用至少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小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数字字符 - 0123456789

• 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_ `

• 更改协议时需要管理员再次输入密码

• 身份验证方式默认设置为摘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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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语言

使用以下步骤更改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中使用的语言。

步骤 14 更改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语言

步骤 操作

1 打开摄像头登录页面。如果已登录网络用户界面，选择 “注销 ”以显示登录页面。

2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首选语言：

• 英语

• 阿拉伯语

• 捷克语

• 丹麦语

• 德语

• 西班牙语

• 法语

• 匈牙利语

• 意大利语

• 日语

• 韩语

• 荷兰语

• 波兰语

• 葡萄牙语

• 瑞典语

• 土耳其语

• 简体中文

• 繁体中文

• 俄语

默认语言是 “英语 ”。

3 输入用户名。

4 输入密码。

5 选择登录。

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将以所选语言显示。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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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菜单

登录 Illustra 网络用户界面时，将会出现实时菜单，请参见图 9位于第 页 21。
图 9实时菜单页面

显示实时视图页面

显示摄像头实时视图页面。

步骤 15 显示实时视图页面

步骤 操作

1 选择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中的实时。此时会显示实时视图页面。

2 从要查看的流中选择一个视频流。

3 从比例中选择一个百分比以更改视频窗格的显示屏大小：

• 25%

• 50%

• 75%

• 100%

默认设置为 50%。

-结束 -

从实时视图访问设置菜单

网络用户界面中的 “设置 ”菜单受用户帐户访问级别的限制。请参阅附录 A：用户帐户访问权
限 位于第 页 91，了解每种角色适用功能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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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6 从实时视图访问设置菜单

步骤 操作

1 在实时菜单中，单击设置选项卡。

注：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时，将会显示 “实时 ”菜单。之后，每次登录均将显示视频菜单中的

流页面。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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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启动菜单

当您选择快速启动菜单时，基本配置页面将显示，如图 10 位于第 页 23 所示。

注：当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时，将会显示基本配置页面。之后，每次登录均将显示 “视频 ” >
“流 ”页面。

图 10基本配置菜单

基本配置

通过基本配置菜单可以访问首次设置摄像头所需的最常用功能，且该菜单仅供 “管理员 ”用
户使用。将显示以下选项卡：

• TCP/IP

• 视频流设置 (流 1/流 2/流 3)

• 画面基本设置

• 画面附加设置

• 日期 /时间 /O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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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P/IP
在摄像头上配置 IPv4 和 IPv6 网络设置。

注：当您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启时，设备会搜索最后获取的 IP 地址。如果不可用，将恢复默

认 IP 地址 192.168.1.168。这会导致 IP 地址重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快速启动菜单 位

于第 页 23。

DHCP

摄像头初次启动时和硬件恢复出厂设置后，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将默认启用且保持
启用状态，直到摄像头接收到 DHCP 地址或被分配静态 IP 地址。

步骤 17 启用 DHCP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选中启用 DHCP复选框以启用 DHCP 并禁用手动设置。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摄像头将搜索 DHCP 服务器。若找到，则连接该服务器。如果两分钟内没有连接 DHCP 服
务器，摄像头将使用默认 IP 地址 192.168.1.168，不过会继续搜索 DHCP 地址。

注：如果您在 DHCP 启用前为摄像头分配静态 IP 地址，摄像头首先会重新启动约 30 秒，

然后一直可通过其静态 IP 接入，直到与 DHCP 服务器连接。

-结束 -

步骤 18 禁用 DHCP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清除启用 DHCP复选框可禁用 DHCP，并允许输入手动设置。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4 如果已禁用启用 DHCP：

a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 IPv4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IPv4 地址。默认设置为
“192.168.1.168”

b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络掩码文本框中输入网络掩码。默认设置为
“255.255.255.0”

c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关文本框中输入网关 IP 地址。

d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主 DNS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主 DNS 服务器。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IPv4

为摄像头配置 IPv4 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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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9 配置 IPv4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选中启用 DHCP复选框以启用 DHCP 并禁用手动设置。

或

清除启用 DHCP复选框以禁用 DHCP 并允许输入手动设置。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4 如果已禁用启用 DHCP：

a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 IPv4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IPv4地址。
默认设置为 “192.168.1.168”

b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络掩码文本框中输入网络掩码。
默认设置为 “255.255.255.0”

c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关文本框中输入网关 IP 地址。

d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主 DNS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主 DNS 服务器。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IPv6

在摄像头上启用或禁用 IPv6。

步骤 20 启用 /禁用 IPv6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 TCP/IP选项卡。

3 选中启用 IPv6复选框在摄像头上启用 IPv6。

或

清除启用 IPv6复选框在摄像头上禁用 IPv6。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如果启用了 IPv6，将在 “当前 IPv6 地址 ”旁边显示链接本地地址和 DHCP 地址 (如果
可用 )。

-结束 -

视频流设置

您可以在摄像头上配置三个视频流：流 1、流 2和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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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Web 视频流

调整每个视频流的设置。

步骤 21 配置视频流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选择流 1、流 2或流 3选项卡 (在基本配置菜单中 )。

3 选择所需图像源。

4 从流编号下拉菜单中选择流 1、2或 3。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编解码器：

• H264
• H264 IntelliZip
• H265
• H265 IntelliZip
• MJPEG
默认设置为 “H264”。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分辨率。
可用分辨率取决于所选的型号：

请参见附录 C 中完整的 12MP Fisheye流化组合。

7 使用滑块选择帧率 (fps)。

注：FPS 因其他特性而异 -请参阅附录 C 了解更多信息。

8 如果已选择 MJPEG，则会启用 “MJPEG 质量 ”。使用滑块选择 MJPEG 质量。

默认设置为 75。

或

9 如未选择 MJPEG，则将启用 “比特率控制 ”。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以选择所需的速率
控制：

• VBR(可变比特率 )
• CBR(恒定比特率 )
• CVBR(约束可变比特率 )
默认设置为 “CVBR”。

10 使用滑块选择帧率 (fps)。

注：FPS 因其他特性而异 -请参阅附录 C 了解更多信息。

a 如果已选择 VBR，则会启用 “VBR 质量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 VBR 质量。
默认设置为 “高 ”。

• 最高

• 高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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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 最低

或

b 如果已选择 CBR，则会启用 “CBR 比特率 ”。使用滑块选择 CBR 比特率。默认设
置为 8192。

或

c 如已选择 CVBR，则将启用 CVBR 质量和比特率。从下拉菜单选择所需 CVBR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低

• 最低

默认设置为 “高 '。

11 使用滑块选择 CVBR 比特率。

12 使用滑块选择画面组合 (GOP)长度。

13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画面基本设置

目标区 (ROI)

摄像头可呈现曝光 ROI，其可供用户根据目标区优化整体亮度或暗度。

注：启用 ROI 时，IR 补偿灰显。

自动快门模式

在此模式中，摄像头自动控制快门速度 (自动控制摄像头传感器上光量 )。

手动模式

在此模式中，用户选择快门速度。

步骤 22 启用或禁用曝光 ROI
默认 ROI 为全视野 (FFOV)，但可调整红色矩形的大小 (重叠 )对其进行调节。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ROI 设置下拉菜单，并选择 “开启 ”以启用 ROI 设置。

或

选择 ROI 设置下拉菜单，并选择 “关闭 ”以已禁用 ROI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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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 “开启 ”后，视频窗格上显示一个红框。单击并拖动红框，可增大或减小目标区
的尺寸。

-结束 -

自动快门模式

用户也可调节最大增益 (即，自动增益调节 )和最大曝光 (自动快门调节 )。

步骤 23 启用 /禁用自动快门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3 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或

取消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24 在自动快门模式中配置最大增益与快门速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3 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4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最小快门速度，调节最大增益。

5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值，调节最小快门速度设置。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25 启用 /禁用手动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3 勾选手动模式复选框以启用手动模式。

或

取消勾选手动复选框以启用手动模式。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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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26 配置手动模式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3 勾选手动模式复选框以启用手动模式。

4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最小快门速度，调节快门速度。

5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值，调节增益设置。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画面附加设置

配置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宽动态范围、日夜模式、闪烁控制和画面调节 (包括亮度、对比度、
白平衡、饱和度和清晰度 )。

宽动态范围

宽动态范围 (WDR)功能可以查看相同视野 (FOV)中同时包括高亮和低亮区域的高对比场
景。

12MP Fisheye 使用伽玛曲线调整进行数字图像渲染，以增强暗区和 /或亮区 –也称为数字
WDR 和 WDR。

步骤 27 禁用 /启用宽动态范围 (WDR)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使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所需的 WDR 水平：

• 关

• 低

• 中

• 高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夜模式

红外线 /日夜模式利用一系列特殊的摄像头功能来动态提升低光性能。

当需要时，True TDN 机制会从成像器前面移除红外截止滤光片 (IRCF)，从而允许摄像头可
以在黑白 (BW)环境中看到事物并利用在卤素灯、月光等众多照明光源中发现的其他近红
外能源。

此机制结合减缓快门速度等其他功能，显著提升了在低光环境中呈现清晰图像的性能，而
之前，此类条件下的图像是无法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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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外线投光器

当摄像头在黑白模式下工作时，可以利用或 “看到 ”近红外照明；这是人类肉眼无法做到的。
当半球摄像头配备 850~950nm 红外灯时，此功能极其强大。具备了这种组合功能，红外光
可以为场景提供良好的照明，使摄像头可以看到场景，但人却无法看到。此功能极适合用
于无法提供外部照明或无需隐蔽安全的区域。

步骤 28 启用 /禁用红外线投光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选中启用红外线投光器复选框以启用红外线投光器。

或

清除启用红外线投光器复选框以停用红外线投光器。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夜模式

当光线水平低于某阈值时，该半球型摄像头提供黑白 (B/W)模式以提升摄像头性能。这可
以在低光条件下获取清晰的图像。

步骤 29 配置日夜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日夜模式设置：

• 自动高 -提高随着光线水平降低切换到黑白模式的几率。

• 自动中 -摄像头会根据场景在彩色与黑白之间实现良好的平
衡。

• 自动低 -摄像头会根据光线水平在 “黑白 ”和 “彩色 ”之间调节。

• 强制黑白 -启用全时黑白模式。

• 强制彩色 -启用全时彩色模式。

• 手动 -会显示滑块，用户可以用它来调整设置，以符合环境。

默认设置为 “自动中 ”。

4 从下拉列表选择 红外光补偿设置。红外光补偿可使摄像头调节其红外光以防止曝
光过度 (例如，图像太亮 )。当 “曝光 ORI 设置 ”为 “开启 ”时，此选项灰显 (参见 “画面基
本设置 ”一节 )。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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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调节

调整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步骤 30 调整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4 使用滑块调节：

• 亮度

• 清晰度

• 对比度

• 饱和度

• 色调

值范围为 1% 到 100%。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31 恢复画面平衡默认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选择默认值以还原默认设置。

-结束 -

白平衡

通常，通过默认的自动白平衡设置可以补偿白平衡 (使白色物体呈现为白色的能力 )。

当准备设置和保留特定色温设置时，可以使用 “手动白平衡 ”。使用红色和蓝色滑块进行调
整，可以设置最佳视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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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2 配置自动白平衡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白平衡：

• 自动：自动模式适用于光源色温范围大约在 2700K 至 7800K 的
环境。

• 自动 ATW：ATW 模式适用于光源色温范围大约在 2500K 至
10000K 的环境。

• 一键式：一键模式根据摄像头目前看到的场景调节并修复白平
衡。此功能最适用于最小场景变化和持续照明的情况。重要信
息：在此模式中，白平衡的值将不随场景或光源的变化而变化。

• 手动：在手动模式中，用户可调节红色和蓝色增益。

默认设置为 “自动 ”。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33 手动选择白平衡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4 从 “白平衡 ”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此时，红色和蓝色滑块显示。

5 使用滑块调节红色和蓝色平衡。

此时将更新实时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红色和蓝色值的范围为 1% 到 100%。

如果您将配置更改为手动，滑块将读取 FOV 的实时设置。

-结束 -

降噪

摄像头提供多种降噪选项以提供优化图像质量，特别是在超低光照条件下。3D 降噪
(3DNR)功能提供优化图像质量，特别是在超低光照条件下。色彩降噪 (ColorNR)功能在摄
像头处于黑暗环境的彩色模式中时消除彩色噪声。



33 8200-1984-0210 A0

步骤 34 配置 3DNR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从 “画面附加设置 ”菜单选择 3DNR。
4 从 3DNR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关
• 3DNR HI
• 3DNR MI
• 3DNR LO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35 启用 /禁用 2DNR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3 从 “画面附加设置 ”菜单选择 2DNR。
4 从 2DNR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开
• 关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期 /时间 /OSD
更改摄像头名称、日期和时间并启用屏幕显示 (OSD)。

摄像机名称

摄像头名称将显示在摄像头的 GUI 横幅和屏幕显示上。使用 Illustra Connect 或 ONVIF 时也
将显示此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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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36 更改摄像头名称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此时，“日期 /时间 /OSD”选项卡显示。

3 在摄像头易记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摄像头名称。

4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步骤 37 配置日期和时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3 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24 小时时钟。

或

取消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12 小时时钟。

默认设置为 “24 小时制 ”。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日期显示格式：

• DD/MM/YYYY
• MM/DD/YYYY
• YYYY/MM/DD
默认设置为 “YYYY/MM/DD”。

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时区。

默认设置为 “(GMT-05:00)东部时间 (美国和加拿大 ) ”

6 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以选择设置时间设置：

• 手动

• 通过 NTP
默认设置为 “手动 ”。

7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手动 ”：

a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日期 (DD/MM/YYYY)。
b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时间 (HH:MM:SS)。

8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通过 NTP”：

a 在文本框中输入 NTP 服务器名称。

9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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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D(屏幕显示 )

在 OSD 内，可选择在屏幕显示中是启用还是禁用摄像头名称和 /或时间。

步骤 38 显示或隐藏摄像头名称 /日期 OSD/摄像头时间 OSD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基本配置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3 在启用 OSD中，勾选择摄像头名称以在 OSD 中显示摄像头名称。

或

取消选中摄像头名称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摄像头名称。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在启用 OSD中，勾选日期复选框以在 OSD 中显示日期。

或

取消勾选日期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日期。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在启用 OSD中，勾选 “时间 ”复选框以在 OSD 中显示摄像头时间。

或

取消勾选时间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摄像头时间。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6 也可勾选子标题复选框，然后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所需文本，输入要显示的详细文
本。

7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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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菜单

当您选择视频菜单时，流页面将显示，如图 11 位于第 页 36 所示。

图 11视频菜单

通过视频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流

• 摄像头

• 画面设置

• 日期 /时间 /OSD

• 隐私地带

流

您可以在摄像头上配置最多三个独立视频流：流 1、流 2和流 3。

视频窗格中显示的视频会反映在从下拉菜单中选择的流 (流 1、流 2或流 3)中配置的设
置。

警报视频

Edge录制

摄像头可将特定事件直接录制到 Micro SD 卡。用户可以选择要录制流 1、2或 3。在摄像头
上设置运动检测时，两个流均可使用。警报视频在 “Edge 录制 > 录制设置 ”菜单中进行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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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 Illustra API 客户端集成

您可以通过网络用户界面 (如本文中详述 )或通过 Illustra API 界面配置 3个视频流。通过其
中任意一种方式对流作出的更改都将应用，且视频将根据配置显示。

打开网络用户界面实时视频将允许与 Illustra API 共享流并将最小化对摄像头资源的影
响。

配置视频流

调整每个视频流的设置。

步骤 39 配置视频流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选择流 1、流 2或流 3选项卡 (在基本配置菜单中 )。

3 选择所需图像源。

4 从流编号下拉菜单中选择流 1、2或 3。
5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所需的编解码器：

• H264
• H264 IntelliZip
• H265
• H265 IntelliZip
• MJPEG
默认设置为 “H264”。

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分辨率。
可用分辨率取决于所选的型号：

请参见附录 C 中完整的 12MP Fisheye流化组合。

7 使用滑块选择帧率 (fps)。

注：FPS 因其他特性而异 -请参阅附录 C 了解更多信息。

8 如果已选择 MJPEG，则会启用 “MJPEG 质量 ”。使用滑块选择 MJPEG 质量。

默认设置为 75。

或

9 如未选择 MJPEG，则将启用 “比特率控制 ”。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以选择所需的速率
控制：

• VBR(可变比特率 )
• CBR(恒定比特率 )
• CVBR(约束可变比特率 )
默认设置为 “CVBR”。

10 使用滑块选择帧率 (fps)。

注：FPS 因其他特性而异 -请参阅附录 C 了解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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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如果已选择 VBR，则会启用 “VBR 质量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 VBR 质量。
默认设置为 “高 ”。

• 最高

• 高

• 中

• 低

• 最低

或

b 如果已选择 CBR，则会启用 “CBR 比特率 ”。使用滑块选择 CBR 比特率。默认设
置为 8192。

或

c 如已选择 CVBR，则将启用 CVBR 质量和比特率。从下拉菜单选择所需 CVBR
质量。

• 最高

• 高

• 中

• 低

• 最低

默认设置为 “高 '。

11 使用滑块选择 CVBR 比特率。

12 使用滑块选择画面组合 (GOP)长度。

13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摄像头

摄像头菜单包含摄像头查看选项。

安装视图

依据您如何安装摄像头，可从壁挂式或吊装式切换摄像头视图设置。

步骤 40 启用摄像头视图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摄像头。

此时，“安装 ”选项卡显示。

3 勾选天花板复选框以启用吊装视图

或

勾选墙壁复选框以启用壁挂视图。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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歪斜修正

歪斜修正功能纠正鱼眼透镜导致的图像失真 (即，非直线外观 )。用户可选择拥有鱼眼流或
已从摄像头直接进行歪斜修正的流。

步骤 41 启用歪斜修正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摄像头。

此时，“安装 ”选项卡显示。

3 勾选边缘复选框启用边缘歪斜修正视图。

摄像头提供鱼眼或一系列歪斜修正流，具体取决于用户要求。

或

勾选客户端复选框以启用客户端歪斜修正视图。

4 在步骤 3中选择边缘后，必须选择刷新率下拉菜单并选择一个选项。

注：刷新率供用户调节虚拟 PTZ 的速度。刷新速度选项为 5、10、15 和 20。
值越大，摇摄俯仰摄运动越快。

选择保存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画面设置

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目标区 (ROI)

摄像头可呈现曝光 ROI，其可供用户根据目标区优化整体亮度或暗度。

注：启用 ROI 时，IR 补偿灰显。

自动快门模式

在此模式中，摄像头自动控制快门速度 (自动控制摄像头传感器上光量 )。用户也可调节最
大增益 (即，自动增益调节 )和最大曝光 (自动快门调节 )。



40 8200-1984-0210 A0

手动模式

在此模式中，用户选择快门速度。

步骤 42 启用或禁用曝光 ROI
默认 ROI 为全视野 (FFOV)，但可调整红色矩形的大小 (重叠 )对其进行调节。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在视频菜单选择画面设置选项卡。

3 选择 ROI 设置下拉菜单，并选择 “开启 ”以启用 ROI 设置。

或

选择 ROI 设置下拉菜单，并选择 “关闭 ”以已禁用 ROI 设置。

4 选择 “开启 ”后，视频窗格上显示一个红框。单击并拖动红框，可增大或减小目标区
的尺寸。

-结束 -

步骤 43 启用 /禁用自动快门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4 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或

取消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44 在自动快门模式中配置最大增益与快门速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4 勾选自动快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5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最小快门速度，调节最大增益。

6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值，调节最小快门速度设置。

7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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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5 启用 /禁用手动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4 勾选手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或

取消勾选手动复选框以启用手动模式。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46 配置手动模式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4 勾选手动复选框以启用自动快门模式。

5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最小快门速度，调节快门速度。

6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所需值，调节增益设置。

7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画面附加设置

配置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宽动态范围、日夜模式、闪烁控制和画面调节 (包括亮度、对比度、
白平衡、饱和度和清晰度 )。

宽动态范围

宽动态范围 (WDR)功能可以查看相同视野 (FOV)中同时包括高亮和低亮区域的高对比场
景。

12MP Fisheye 使用伽玛曲线调整进行数字图像渲染，以增强暗区和 /或亮区 –也称为数字
WDR 和 WDR。

步骤 47 禁用 /启用宽动态范围 (WDR)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4 使用从下拉列表中选择的所需的 WDR 水平：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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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

• 中

• 高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夜模式

红外线 /日夜模式利用一系列特殊的摄像头功能来动态提升低光性能。

当需要时，True TDN 机制会从成像器前面移除红外截止滤光片 (IRCF)，从而允许摄像头可
以在黑白 (BW)环境中看到事物并利用在卤素灯、月光等众多照明光源中发现的其他近红
外能源。

此机制结合减缓快门速度等其他功能，显著提升了在低光环境中呈现清晰图像的性能，而
之前，此类条件下的图像是无法看到的。

红外线投光器

当摄像头在黑白模式下工作时，可以利用或 “看到 ”近红外照明；这是人类肉眼无法做到的。
当半球摄像头配备 850~950nm 红外灯时，此功能极其强大。具备了这种组合功能，红外光
可以为场景提供良好的照明，使摄像头可以看到场景，但人却无法看到。此功能极适合用
于无法提供外部照明或无需隐蔽安全的区域。

步骤 48 启用 /禁用红外线投光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4 选中启用红外线投光器复选框以启用红外线投光器。

或

清除启用红外线投光器复选框以停用红外线投光器。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夜模式

当光线水平低于某阈值时，该半球型摄像头提供黑白 (B/W)模式以提升摄像头性能。这可
以在低光条件下获取清晰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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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49 配置日夜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附加设置选项卡。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一种日夜模式设置：

• 自动高 -提高随着光线水平降低切换到黑白模式的几率。

• 自动中 -摄像头会根据场景在彩色与黑白之间实现良好的平
衡。

• 自动低 -摄像头会根据光线水平在 “黑白 ”和 “彩色 ”之间调节。

• 强制黑白 -启用全时黑白模式。

• 强制彩色 -启用全时彩色模式。

• 手动 -会显示滑块，用户可以用它来调整设置，以符合环境。

默认设置为 “自动中 ”。

5 从下拉列表选择 红外光补偿设置。红外光补偿可使摄像头调节其红外光以防止曝
光过度 (例如，图像太亮 )。当 “曝光 ORI 设置 ”为 “开启 ”时，此选项灰显 (参见 “画面基
本设置 ”一节 )。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画面调节

调整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图像的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步骤 50 调整亮度、对比度和饱和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5 使用滑块调节：

• 亮度

• 对比度

• 饱和度

• 清晰度

• 色调

值范围为 1% 到 100%。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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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1 恢复画面平衡默认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选择默认值以还原默认设置。

-结束 -

白平衡

通常，通过默认的自动白平衡设置可以补偿白平衡 (使白色物体呈现为白色的能力 )。

当准备设置和保留特定色温设置时，可以使用 “手动白平衡 ”。使用红色和蓝色滑块进行调
整，可以设置最佳视觉效果。

步骤 52 配置自动白平衡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白平衡：

• 自动：自动模式适用于光源色温范围大约在 2700K 至 7800K 的
环境。

• 自动 ATW：ATW 模式适用于光源色温范围大约在 2500K 至
10000K 的环境。

• 一键式：一键模式根据摄像头目前看到的场景调节并修复白平
衡。此功能最适用于最小场景变化和持续照明的情况。重要信
息：在此模式中，白平衡的值将不随场景或光源的变化而变化。

• 手动：在手动模式中，用户可调节红色和蓝色增益。

默认设置为 “自动 ”。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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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3 手动选择白平衡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5 从 “白平衡 ”下拉菜单中选择手动。

此时，红色和蓝色滑块显示。

6 使用滑块调节红色和蓝色平衡。

此时将更新实时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红色和蓝色值的范围为 1% 到 100%。

如果您将配置更改为手动，滑块将读取 FOV 的实时设置。

-结束 -

降噪

摄像头提供多种降噪选项以提供优化图像质量，特别是在超低光照条件下。3D 降噪
(3DNR)功能提供优化图像质量，特别是在超低光照条件下。色彩降噪 (ColorNR)功能在摄
像头处于黑暗环境的彩色模式中时消除彩色噪声。

步骤 54 配置 3DNR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从 “画面附加设置 ”菜单选择 3DNR。
5 从 3DNR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关
• 3DNR 高压

• 3DNR 中压

• 3DNR 低压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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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5 启用 /禁用 2DNR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从 “画面附加设置 ”菜单选择 2DNR。
5 从 2DNR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开
• 关

6 选择 “应用 ”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步骤 56 配置 ColorNR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画面设置。

3 选择画面调节选项卡。

4 从 ColorNR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关闭颜色

• 低颜色

• 中颜色

• 高颜色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期 /时间 /OSD
更改摄像头名称、日期和时间并启用屏幕显示 (OSD)。

摄像机名称

摄像头名称将显示在摄像头的 GUI 横幅和屏幕显示上。使用 Illustra Connect 或 ONVIF 时也
将显示此名称。

步骤 57 更改摄像头名称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此时，“日期 /时间 /OSD”选项卡显示。

3 在摄像头易记名称文本框中输入摄像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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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步骤 58 配置日期和时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3 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24 小时时钟。

或

取消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12 小时时钟。

默认设置为 “24 小时制 ”。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日期显示格式：

• DD/MM/YYYY
• MM/DD/YYYY
• YYYY/MM/DD
默认设置为 “YYYY/MM/DD”。

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时区。

默认设置为 “(GMT-05:00)东部时间 (美国和加拿大 ) ”

6 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以选择设置时间设置：

• 手动

• 通过 NTP
默认设置为 “手动 ”。

7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手动 ”：

a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日期 (DD/MM/YYYY)。
b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时间 (HH:MM:SS)。

8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通过 NTP”：

a 在文本框中输入 NTP 服务器名称。

9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OSD(屏幕显示 )

在 OSD 内，可选择在屏幕显示中是启用还是禁用摄像头名称和 /或时间。

步骤 59 显示或隐藏摄像头名称 /日期 OSD/摄像头时间 OSD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视频 ”菜单选择日期 /时间 /OSD。
3 在启用 OSD中，勾选择摄像头名称以在 OSD 中显示摄像头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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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取消选中摄像头名称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摄像头名称。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在启用 OSD中，勾选日期复选框以在 OSD 中显示日期。

或

取消勾选日期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日期。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在启用 OSD中，勾选 “时间 ”复选框以在 OSD 中显示摄像头时间。

或

取消勾选时间复选框以在 OSD 中隐藏摄像头时间。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6 也可勾选子标题复选框，然后在文本字段中输入所需文本，输入要显示的详细文
本。

7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隐私地带

“隐私地带 ”是摄像头查看地带的 “屏蔽 ”区。这些屏蔽可以防止没有摄像头密码的监控系统
操作员查看这些指定区域。每个地带有四个边，这些地带可能重叠，形成不规则形状。

“隐私地带 ”的可见尺寸随缩放水平的调整而自动变化。“隐私地带 ”对于高度保密的区域非
常有用。例如，您可能要建立一个组合式安全隐私地带，但是仍可查看接近或开放安全区
的人。

摄像头最多可以使用 9个矩形隐私地带。

定义隐私地带

在摄像头上创建隐私地带。

步骤 60 定义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视频菜单选择隐私地带。

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4 在编辑铅笔按钮上点击一下。在摄像头图像上点击并拖动，以定义隐私地带的区
域。

5 释放鼠标键。

选定隐私区将变为黄色。

6 选择添加以保存当前隐私地带。

7 要重新选择隐私地带的替代区域，请选择取消并重复步骤 4以后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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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新建一个隐私地带后将自动启用。

8 选择添加以保存当前隐私地带。

-结束 -

启用或禁用隐私地带

在摄像头上选择要隐藏或显示的隐私地带。PTZ 摄像头不支持启用或停用隐私地带，在必
要时应删除并重画各地带。

步骤 61 启用 /禁用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视频菜单选择隐私地带。

此时会显示隐私地带选项卡。

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视频窗格将显示当前摄像头视图。

4 选中相应启用复选框以启用隐私地带。

或
清除相应启用复选框以禁用隐私地带。

-结束 -

删除隐私地带

从摄像头上删除隐私地带。

步骤 62 删除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视频菜单选择隐私地带。

此时会显示 “隐私地带 ”选项卡。

3 选中相应删除复选框以标记要删除的隐私地带。

4 选择删除以删除选定隐私地带。

5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删除。

6 选择确定以确认删除。

或

选择取消。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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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和操作菜单

当您选择 “事件和操作 ”菜单时，事件设置页面将显示，如图 12 位于第 页 50 所示。

图 12事件和操作菜单

通过 “事件 ”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事件设置

• 事件操作

• 警报输入 /输出

• 分析

• 事件日志

事件设置

设置分析报警的事件操作时，配置所需的 SMTP、FTP 和 CIFS 详情。

SMTP
配置 SMTP 设置以在触发分析报警时允许从摄像头发送电子邮件报警。

注：必须配置 SMTP 设置才能在使用分析时启用电子邮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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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3 配置 SM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SMTP选项卡。

4 勾选启用电子邮件复选框以启用 SMPT。选项卡上的文本框可以进行输入。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启用 SMTP 将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5 在邮件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邮件服务器的 IP 地址。

6 在服务器端口文本框中输入服务器端口。

默认设置为 “25”。

7 在发送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发送电子邮件地址。

8 在发送电子邮件文本框中输入要发送电子邮件警报的发件人电子邮件。

9 选择用户名文本框并输入用户名。

10 选择密码文本框并输入密码。

11 勾选 SSL复选框以启用 SSL。

12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测试 SMTP 设置

测试已正确配置的 SMTP 设置。

步骤 64 测试 SM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SMTP选项卡。

4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SMTP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SMTP 设置正确。

-结束 -

FTP
配置 FTP 服务器的 FTP 设置。从触发的分析报警发送视频文件时需要使用该设置。必须
配置 FTP 才能在使用分析时启用 FTP 视频报警。

注：FTP 设置也可以通过网络菜单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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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65 配置 FTP 服务器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FTP选项卡。

4 选中启用 FTP复选框以启用 FTP。

或

取消勾选启用 FTP复选框以禁用 FTP。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注：在 “增强安全 ”模式中，启用 FTP 将需要管理员帐户密码。

5 如果需要，请选中安全 FTP复选框。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6 在 FTP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7 在 FTP 端口文本框中输入 FTP 端口。

默认设置为 21。

8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 FTP 用户名。

9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 FTP 密码。

10 在上传路径文本框中输入 FTP 上传路径。

注：当输入上传路径时，应使用以下格式 “//<ftp 目录名称>/<文件夹>”

11 勾选被动模式复选框以启用被动模式

12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测试 FTP 设置

测试 FTP 设置是否正确。

步骤 66 测试 F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FTP选项卡。

4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FTP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FTP 设置正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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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S
CIFS 功能允许摄像头生成的文件 (如警报相关视频 )通过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协议定向
至网络附加文件存储。此功能是 FTP、SFTP 和电子邮件等现有分发方式的补充。

步骤 67 配置 CIFS 服务器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CIFS选项卡。

4 选中启用复选框以启用 CIFS。

或

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以禁用 CIFS。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启用 CIFS 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5 在网络路径文本框中输入网络路径。

注：当输入网络路径时，应使用以下格式 “//<IP 地址>/<文件夹名称>”

6 在域名文本框中输入域名。

7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

8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9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测试 CIFS 设置

测试已正确配置的 CIFS 设置。

步骤 68 测试 CIFS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事件和操作 ”菜单选择事件设置。

3 选择 CIFS选项卡。

4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CIFS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CIFS 设置正确。

-结束 -

事件操作

使用事件操作定义的触发器触发分析报警时，可命令摄像头执行指定操作。在摄像头上
最多可配置 5个事件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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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操作可用于配置下列操作的任意组合：

• 将剪辑录制到 micro SD 卡。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包括警报详细信息的外部警报，如果将 MJPEG 录制到
micro SD 卡，通过这些详细信息即可检索事件的 AVI 视频文件和一个 JPEG
图片。如果 MJPEG 未录制在 micro SD 卡上，便不会发送 JPEG 图片。

• 将 AVI 视频文件发送至预配置的外部 FTP 或 CIFS 服务器。视频文件将包含
警报前后视频缓冲。

• 触发警报输出。

• 音频回放：当触发时，来自摄像头扬声器的回放和音频片段。

• PTZ 操作：执行存储预置位、模式、扫描或顺序。本 PTZ 操作的结果将继续，
直至另一 PTZ 或收到返回主页指令。来自网络 GUI 或 ONVIF 的 PTZ 指令将立
即被回应，可能中断编程的 PTZ 操作。来自不同数字输入的 PTZ 操作也将被
立即完成。

注：必须将一张 micro SD 卡插入以启动录像，以便摄像头可发送 FTP、CIFS 和 SMTP 事

件。可不插入 micro SD 卡的发送 SMTP 电子邮件，但请勿包含事件触发器的快照图像。在

摄像头上存储音频片段也需要使用 Micro SD 卡。

创建事件操作

配置分析报警可触发的事件操作。

步骤 69 创建事件操作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事件操作。

3 从事件操作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然后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事件操作名称。

4 选中录制复选框以启用录制设置。

5 选择电子邮件复选框以向在配置 SMTP 设置步骤中配置的电子邮件地址发送电子
邮件。

6 选中 FTP复选框以向在配置 FTP 服务器设置步骤中配置的 FTP 详细信息发送视
频文件。

7 选中 CIFS复选框以向在配置 CIFS 服务器设置步骤中配置的 CIFS 详细信息发送
视频文件。

8 勾选输出复选框以发出输出。

注：

1.如果选择 “录制 ”，AVI 剪辑将保存至 micro SD 卡，必须从摄像头移除，才

能查看视频文件。

2.如果已安装 micro SD 卡并选择 FTP 和 CIFS，则只能通过 FTP 发送 AVI 剪
辑。

3.所选的事件前后时长缓冲将包含在通过 FTP 和 CIFS 发送的所有视频剪

辑中。

9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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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事件操作

修改现有事件操作的详细信息。

步骤 70 编辑事件操作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事件操作。

3 从事件操作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可以编辑下列内容：

• 名称

• 录制 -启用 /禁用

• 电子邮件 -启用 /禁用

• FTP -启用 /禁用

• CIFS -启用 /禁用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警报输入 /输出

摄像头提供一个警报输入。通过将烟雾报警器、朦胧传感器或运动传感器等警报设备与
这些输入连接，可以增强视频监控系统的可用性。

触发警报 15 秒后，系统会记录该警报上的任何其他个别输入变更，并不会生成任何其他
操作。这是为了降低任何振动警报源 (例如，门在风中振动而已 )导致触发一系列警报的此
类情况的影响。

输入警报在状态变更时触发。状态从开启变为关闭或从关闭变为开启。摄像头会报告警
报配置页面中每个输入警报的当前状态 (开启或关闭 )以及活动状态或不活动状态。活动
警报也可从当前故障页面中查看。

触发任何输入警报都会影响预定任务并推迟任务，直至自上次触发数字警报输入后时间
至少经过 30 秒。

警报操作

触发时，每个警报输入都可以配置成触发故障操作：

• 激活数字输出触点。在操作员确认并清除警报之前，该触点会保持活动状态。

• 发送包含警报详细信息的外部警报 WS-Event。

•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包含警报详细信息的外部警报，如果将 MJPEG 录制到本
地存储中，通过这些详细信息即可检索事件的 AVI 视频文件和一个 JPEG 图
片。如果 MJPEG 未录制在本地存储中，便不会发送 JPEG 图片。

• 通过设备发送音频文件。如果已将扬声器连接到设备的音频输出，则可在警
报被触发时播放文件。

• 将 AVI 视频文件发送至预配置的外部 FTP 服务器。视频文件包含警报前后视
频缓冲和音频 (如果已启用且受支持，如上文所述 )。

注：

1.活动的外部警报仅在输入状态变为 “正常 ”时重置。不可以使用手动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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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必须插入 micro SD 卡才能从触发的警报发送 SMTP 电子邮件、视频文

件、音频和图像。

步骤 71 配置警报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警报输入 /输出。

3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警报名称。

4 选中启用复选框以启用警报。

或

清除启用复选框以禁用警报。

5 从正常下拉菜单中选择需要激活警报的时间，例如，当干触点开启或闭合时。

6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已配置故障操作。

-结束 -

步骤 72 启用 /禁用警报

步骤 操作

1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警报输入 /输出。

2 选中启用复选框以启用相应的警报。

或

清除启用复选框以禁用相应的警报。

-结束 -

启用或禁用警报输出

“警报输出 ”允许警报将数字输出激活为操作。例如，可将此数字输出链接到电子设备，如
安全灯或警报器。

步骤 73 启用 /禁用警报输出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警报输入 /输出。

3 选中输出复选框以启用警报输出。

或

清除输出复选框以禁用警报输出。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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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74 清除警报输出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警报输入 /输出。

3 在警报输出下，选择应用按钮清除活动输出。

警报输出被清除。

-结束 -

分析

分析是检测和跟踪视频中的对象的功能。

运动检测

运动检测将允许您定义摄像头视野中可用于触发事件操作的目标区域。可在视野中选择
多个目标区域，但仅可触发一项事件操作。

运动检测最佳做法

在摄像头上使用运动检测时，为确保达到最高质量的结果，建议遵循以下做法：

• 运动的对象的大小至少为 8x8 像素才能被检测到。

• 对象的颜色 (灰度 )应与背景大约有 10-15% 的差别。

• 从运动检测中排除时戳区域，原因是时戳一直在变化，可登记为运动。

• 尽量不要将摄像头朝向阳光，因为高亮度会防碍检测明亮对象 (如身穿白色衬衫
的人 )的移动。

• 通过使用相应的目标区域，避免具有持续运动的区域，如树、闪烁的灯或旋转的
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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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检测配置窗格

摄像头视野中的目标区域使用 “运动检测配置窗格 ”进行定义。通过在窗格中绘制 /突出显
示一个区域设置目标区域。此操作在 “运动检测配置窗格 ”中使用绘图工具完成。

创建运动检测报警

在摄像头上创建运动检测报警。

运动检测报警功能在一个视野 (FOV)中支持最多三个配置文件。您可以为各个配置文件
配置单独的灵敏度等级和事件操作。

注：

1 如果在绘制目标区域之后更改运动检测视频流，将需要重新绘制一个新区域。

2 如果修改流设置，将禁用运动检测，并将在需要时重新启用运动检测。

3 仅可在使用 H.264，且分辨率为 1920x1440 或更低的的视频流上启用运动检测。

步骤 75 创建运动检测报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分析。

3 选择运动检测选项卡。

4 选中启用运动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启用运动检测。

或

清除启用运动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禁用运动检测。

5 从运动区域下拉列表中选择要检测的区域。

6 选中启用运动区域复选框，为该区域启用运动检测。

7 选择区域配置字段中的编辑。

8 使用运动检测配置窗格中的绘图工具，在窗格上绘制目标区域。可选择多个区
域。

9 从灵敏度下拉菜单中选择所需的灵敏度：

• 最高

• 高
• 中
• 低
• 最低

默认设置为 “高 '。

10 输入介于 1-100 的值，调节尺寸 (% FOV)。

11 输入介于 0-3600 的值，调节滞后 (测量单位为秒 )。

12 从操作下拉菜单中选择故障操作。

此故障操作将在所选目标区域中检测到运动时激活。

如果尚未定义故障操作，请参阅创建故障操作程序。

13 选择应用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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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启用或禁用运动检测报警

运动检测可在需要时打开和关闭。

步骤 76 启用或禁用运动检测报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分析。

3 选择运动检测选项卡。

此时将显示 “运动检测配置 ”窗格。

4 选中启用运动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启用运动检测。

或

清除启用运动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禁用运动检测。

5 选择应用保存。

-结束 -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

若触发事件，会在事件日志中显示所引起的警报，以及以下信息：

• 编号 -详细指明事件索引。

• 事件 -此事件被列为 “MotionDetected”。

• 创建日期 -触发运动检测的时间和日期。

• 组件 -引起故障运动检测报警的内部软件组件。在此被列为 “分析 ”。

• 严重程度 -表明故障的严重程度。运动检测报警将被列为 “警告 ”。

• 详细信息 -补充运动检测报警的附加信息。

• 删除 -从故障表中移除运动检测报警通知。

步骤 77 显示事件日志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事件日志。此时会显示事件日志选项卡。将显示触发的运
动检测报警。

-结束 -

步骤 78 删除当前事件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事件和操作菜单选择事件日志。此时会显示事件日志选项卡。

3 选中相应删除复选框以标记要删除的运动检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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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清除相应删除复选框以保留运动检测报警。

注：您可以选中全选复选框以标记列表中显示的要删除的所有运动检测报

警。

4 选择删除以删除所选的运动检测报警。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删除。

5 选择确定以确认删除。

或

选择取消。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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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

当您选择安全菜单时，安全状态页面将出现，如图 13 位于第 页 61 所示。

图 13安全菜单

通过 “事件 ”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安全状态

• 用户

• HTTP/HTTPS

• IEEE 802.1x

• 防火墙

• 远程访问

• 会话超时

安全状态

本节说明了如何为摄像头配置安全功能以及修改使用的通信协议。

注：在 “安全 ”部分所做的任何更改，无论是对安全模式或各个协议所做的更改，均记录在

安全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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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安全

当您首次登录网络用户界面时，实时菜单选项卡上将出现叠加窗口，提示您选择标准安
全或增强安全模式。有关增强安全模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安全模式概述 位于第 页 19。

管理员用户可以将摄像头的安全模式从标准安全更改为增强安全。

步骤 79 启用增强安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安全状态。

3 选择安全概览选项卡。

4 勾选增强安全复选框以启用增强安全。

此时将出现提示窗口，要您提供增强安全功能的当前密码和新密码。您的密码必
须符合增强安全密码的最低要求，如下所示。

或

取消勾选增强安全复选框以禁用增强安全。

默认状态下禁用增强安全。

出现安全警告对话框。

5 在当前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当前密码。

6 在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新密码。

增强安全的密码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长度最少八个字符

• 必须从下列每个字符组中各选用至少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小写字母

• 数字字符

• 特殊字符

7 在确认密码文本框中再次输入新密码。

8 单击应用。

注：对安全模式的任何更改均将记录在安全日志中。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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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0 禁用增强安全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安全状态。

3 选择安全概览选项卡。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更改安全模式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4 单击应用。

注：对安全模式的任何更改均将记录在安全日志中。

-结束 -

安全状态

本部分将总结所使用的通信协议及其状态。可以启用下列通信协议：HTTP、FTP、CIFS、
Dyn DNS、SMTP、HTTPS、SNMP V1/2 和 SNMP V3。

步骤 81 启用 /禁用通信协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安全状态。

3 选择安全概览选项卡。

4 选择或清除协议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相应的协议。

5 单击应用保存设置。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下，启用 /禁用个人协议需要管理员帐户密码。

对个人协议设置所做的任何更改都将记录到安全日志中。

-结束 -

安全日志

安全日志记录了对安全模式或各个协议的任何更改。

步骤 82 显示安全日志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安全状态。

3 选择安全日志选项卡。

4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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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3 过滤安全日志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安全状态。

3 选择安全日志选项卡。

4 在行数 (从日志文件结束起 )文本框中输入要查看的日志文件的行数。

5 在过滤器 (仅包含文字的行 )文本框中输入要搜索的词语或短语。

6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满足过滤参数的最新信息。

7 选择清除，清空日志中当前的条目。您将需要输入您的密码才能执行此操作。

-结束 -

用户

您可以在此区域添加用户，更改用户密码和删除用户帐户。访问权限分为三个级别：管理
员、操作员和用户。

请参阅附录 A：用户帐户访问权限 位于第 页 91，了解每种角色适用功能的详细信息。

注：默认用户名是 admin，默认密码是 admin。为保持安全，应更改管理员帐户的密码。

查看当前用户帐户

查看分配至摄像头的当前用户帐户列表。

步骤 84 查看用户帐户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用户。

将显示分配至摄像头的当前用户帐户。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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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用户

添加一个新用户帐户，以允许其访问摄像头。

步骤 85 添加用户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用户。

3 选择添加用户选项卡。

4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

用户名必须以字母开头，后面可接任何字母数字值 ( a-z、A-Z、0-9)和以下特殊字
符，下划线 (_)、破折号 (-)或点 (.)。

5 选择角色：

• admin

• 操作员

• 用户

请参阅 “附录 A：用户帐户访问权限 ”了解每种角色适用功能的详细信息。

6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标准安全的密码必须以字母数字字符开头且区分大小写，可以包含 5至 32 个字母
数字字符。

增强安全的密码必须满足下列要求：

• 长度至少为七个字符。

• 必须在下列至少三种字符各选用至少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小写字母

• 数字字符

• 特殊字符

7 在确认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相同密码。

8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新用户帐户将出现在用户选项卡上的用户列表中。

-结束 -

更改用户帐户密码

更改现有用户帐户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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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6 更改用户密码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用户。

3 选择更改密码选项卡。

4 从名称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帐户。

5 在当前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帐户的当前密码。

6 在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帐户的新密码。

密码区分大小写，且可以包含 5至 32 个字母数字字符。

7 在确认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同一新密码。

8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删除用户帐户

从摄像头上删除用户帐户。

注：默认 “admin”帐户无法删除。

步骤 87 删除用户帐户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用户。

此时会显示 “用户 ”选项卡。

3 选择 以删除相应用户帐户。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删除。

4 选择确定删除。

或

5 选择取消。

-结束 -

HTTP/HTTPS
用户可选择相应选项以使用 HTTP、HTTPS 或同时使用二者。摄像头将自动创建 SSL 证书
来供 HTTPS 使用。如果要求验证，则可以上传自定义 SSL 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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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88 指定 HTTP 方法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 HTTP/HTTPS。
3 使用单选按钮选择 HTTP 方法。

• HTTP
• HTTPS
• 二者都有

默认值为 “两者者 ”。

-结束 -

步骤 89 添加 HTTPS 证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 HTTP/HTTPS。
3 点击上传按钮并导航至证书位置。

4 选择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注：此款摄像头只接受 .pem 格式证书。证书必须将服务器证书和私人秘钥

相结合，且私人秘钥不得有密码保护。

上传证书后，必须重启摄像头以生效。

-结束 -

删除 HTTPS 证书

如果删除现有证书，该证书将由临时替代证书所替代。当前的浏览器会话将丢失，需要重
新登录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步骤 90 删除 HTTPS 证书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 HTTP/HTTPS。
3 选择 Delete(删除 )。

摄像头将显示 “重启 HTTPS 服务 ”页面，并带有显示删除进度的进度条。

4 完成后，摄像头将返回登录页面。

-结束 -

IEEE 802.1x
IEEE 802.1x 安全功能提供基于端口的网络访问控制，例如，避免企业网络受到未授权设备
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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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验证通过可扩展身份验证协议或 EAP 执行。PEAP 和 TLS 方法均受支持。

步骤 91 配置 IEEE 802.1x安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 IEEE 802.1x。
此时会显示 EAP 设置选项卡。

3 选中启用 IEEE802.1x复选框，启用 IEEE802.1x 安全。

或

4 清除启用 IEEE802.1x复选框，禁用 IEEE802.1x 安全。

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EAPOL 版本。

6 使用单选按钮选择 EAP 方法。

7 在 EAP 身份文本框中输入 EAP 身份名称。

8 选择上传导航至 CA 证书位置。此时会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9 导航至保存证书的位置。选择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10 选择上传。上传流程开始。

11 如果选择了 PEAP：
a 输入所需的 PEAP 密码。

或

如果选择了 TLS -

a 选择上传导航至 客户端证书位置。
此时会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b 导航至保存证书的位置。

c 选择文件，然后选择打开。

d 选择上传。上传流程开始。

e 输入所需的私钥密码。

-结束 -



69 8200-1984-0210 A0

防火墙

可启用防火墙以执行地址过滤，从而允许或拒绝特定 IP 和 MAC 地址。

步骤 92 启用 /禁用防火墙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防火墙。

3 选择地址过滤选项卡。

4 选择关以彻底禁用地址过滤。

或

选择允许以允许对指定地址进行地址过滤

或

选择拒绝以拒绝对指定地址进行地址过滤。

默认设置为 “关 ”。

5 如果地址过滤已设置为允许或拒绝：

a 在 IP 或 MAC 地址文本框中用以下格式输入 IP 或 MAC 地址：xxx.xxx.xxx.xxx。

注：使用地址过滤时支持 CIDR(无类别域际路由选择 )。如果使用 CIDR 地

址，请使用格式 xxx.xxx.xxx.xxx/xx。

b 选择添加。

6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编辑地址过滤器

编辑现有的地址过滤器。

步骤 93 编辑地址过滤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防火墙。

3 选择地址过滤选项卡。

4 在 IP 或 MAC 地址文本框中编辑 IP 或 MAC 地址。

5 选择添加以保存更改。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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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地址过滤器

删除现有的地址过滤器。

步骤 94 删除地址过滤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防火墙。

3 选择地址过滤选项卡。

4 选择 以删除相应地址过滤器。

-结束 -

远程访问

ONVIF
网络用户界面允许对 ONVIF 功能实行高级管理。可以启用或禁用 “ONVIF 发现模式 ”和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

• ONVIF 发现模式允许启用或禁用通过 ONVIF 的摄像头发现。

•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允许摄像头从所有用户或仅从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接受
ONVIF 命令。启用 “用户身份验证 ”确保摄像头将仅执行经过身份验证的用户的命
令。

分开 “发现模式 ”和 “用户身份验证 ”允许根据网络和用户的要求配置摄像头的设置。摄像头
的首选发现方法是 Illustra Connect，利用了 ONVIF 发现。因此，建议始终启用 “ONVIF 发现
模式 ”。

ONVIF 发现模式

在摄像头上启用或禁用 ONVIF 发现。

步骤 95 启用 /禁用 ONVIF发现模式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远程访问。

此时会显示远程访问选项卡。

3 选中 ONVIF 发现模式复选框以启用 ONVIF 发现模式。

或

取消选中 ONVIF 发现模式复选框以禁用 ONVIF 发现模式。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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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要利用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功能，ONVIF 服务中必须至少具有一个 “管理员 ”级别用户。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编辑 ONVIF 用户身份鉴定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步骤 96 启用 /禁用 ONVIF用户身份验证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远程访问。

此时会显示远程访问选项卡。

3 选中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复选框以启用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或

取消选中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复选框以禁用 ONVIF 用户身份验证。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结束 -

UPnP 发现

在摄像头上启用或禁用 UPnP 发现。

步骤 97 启用 /禁用 UPnP 发现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远程访问。

此时会显示远程访问选项卡。

3 选中 UPnP 发现复选框以启用 UPnP 发现。

或

取消选中 UPnP 发现复选框以禁用 UPnP 发现。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结束 -

会话超时

会话超时指定 Web 会话在自动终止前可以保持闲置状态的分钟数。

步骤 98 设置会话超时时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安全菜单选择会话超时。此时会显示 “会话超时 ”选项卡。

3 使用滑块选择会话超时 (分钟 )。默认设置是 15 分钟。

-结束 -



72 8200-1984-0210 A0

网络菜单

当您选择网络菜单时，TCP/IP页面将显示，如图 14 位于第 页 72 所示。

图 14网络菜单

通过网络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TCP/IP

• FTP

• SMTP

• SNMP

• CIFS

• 动态 DNS

TCP/IP
在摄像头上配置 IPv4 和 IPv6 设置。

IPv4

配置摄像头的 IPv4 设置。

注：当您恢复出厂设置或重启时，设备会搜索最后获取的 IP 地址。如果不可用，将恢复默

认 IP 地址 192.168.1.168。这会导致 IP 地址重复。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网络菜单 位于第

页 72。



Illustra Pro Gen 2系列安装和配置指南

8200-1984-0210 A0 73

步骤 99 配置 IPv4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TCP/IP。
3 选中启用 DHCP复选框以启用 DHCP 并禁用手动设置。

或

取消选中启用 DHCP以禁用 DHCP 并允许输入手动设置。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如果已禁用启用 DHCP：

a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 IPv4 地址文本框中输入 IPv4地址。
默认设置为 “192.168.1.168”

b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络掩码文本框中输入网络掩码。
默认设置为 “255.255.255.0”

c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网关文本框中输入网关 IP 地址。

d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主 DNS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主 DNS 服务器。

e 以 xxx.xxx.xxx.xxx 格式在 “辅 DNS 服务器 ”文本框中输入辅 DNS 服务器。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IPv6

在摄像头上启用 IPv6。

步骤 100 启用 /禁用 IPv6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TCP/IP。
3 选中启用 IPv6复选框在摄像头上启用 IPv6。

或

取消选中启用 IPv6复选框在摄像头上禁用 IPv6。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如果启用了 IPv6，将在 “当前 IPv6 地址 ”旁边显示链接本地地址和 DHCP 地址 (如果
可用 )。

-结束 -

网络断开检测

使摄像头从 “网络 ”菜单检测何时出现网络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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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1 启用 /禁用网络断开检测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网络 ”菜单选择 TCP/IP。
3 勾选启用网络断开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启用网络断开检测。

或

取消勾选启用网络断开检测复选框，在摄像头上禁用网络断开检测。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结束 -

FTP
配置 FTP 服务器的 FTP 设置。从触发的分析报警发送视频文件时需要使用该设置。必须
配置 FTP 才能在使用分析时启用 FTP 视频报警。

注：FTP 设置也可以通过网络菜单配置。

步骤 102 配置 FTP 服务器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FTP。
3 选中启用 FTP复选框以启用 FTP。

或

取消勾选启用 FTP复选框以禁用 FTP。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注：在 “增强安全 ”模式中，启用 FTP 将需要管理员帐户密码。

4 如果需要，请选中安全 FTP复选框。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在 FTP 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 F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

6 在 FTP 端口文本框中输入 FTP 端口。

默认设置为 21。

7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 FTP 用户名。

8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 FTP 密码。

9 在上传路径文本框中输入 FTP 上传路径。

注：当输入上传路径时，应使用以下格式 “//<ftp 目录名称>/<文件夹>”

10 勾选被动模式复选框以启用被动模式

11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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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测试 FTP 设置

测试 FTP 设置是否正确。

步骤 103 测试 F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FTP。
3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FTP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FTP 设置正确。

-结束 -

SMTP
配置 SMTP 设置以在触发分析报警时允许从摄像头发送电子邮件报警。

注：必须配置 SMTP 设置才能在使用分析时启用电子邮件报警。

步骤 104 配置 SM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SMTP。
3 勾选启用电子邮件复选框以启用 SMPT。选项卡上的文本框可以进行输入。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启用 SMTP 将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4 在邮件服务器文本框中输入邮件服务器的 IP 地址。

5 在服务器端口文本框中输入服务器端口。

默认设置为 “25”。

6 在发送地址文本框中输入发送电子邮件地址。

7 在发送电子邮件文本框中输入要发送电子邮件警报的发件人电子邮件。

8 选择用户名文本框并输入用户名。

9 选择密码文本框并输入密码。

10 勾选 SSL复选框以启用 SSL。

11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测试 SMTP 设置

测试已正确配置的 SMTP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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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05 测试 SMT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SMTP。
3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SMTP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SMTP 设置正确。

-结束 -

SNMP
摄像头引入了对简单网络管理协议的支持，更加便于管理 IP 网络。

SNMP 支持包括对 V2 和 V3 的支持。使用 V2 意味着无需进行身份验证即可访问数据且结
果不加密。V3 提供增强的加密和身份验证安全功能。

步骤 106 配置 SNMP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SNMP。
3 在位置文本框中输入位置引用。

4 在触点对话框中输入 SNMP 管理的触点引用。

5 如果使用 V2：
a 选中启用 V2复选框。

b 在读团体文本框中输入用于读取 SNMP 数据的授权 ID。

c 输入陷阱团体。

d 输入陷阱地址。

e 选择应用。

或

如果使用 V3：
a 选中启用 V3复选框。

b 输入读用户。

c 使用单选按钮选择身份验证类型。

d 输入身份验证密码。

e 使用单选按钮选择加密类型。

f 输入加密密码。

g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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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FS
CIFS 功能允许摄像头生成的文件 (如警报相关视频 )通过通用 Internet 文件系统协议定向
至网络附加文件存储。此功能是 FTP、SFTP 和电子邮件等现有分发方式的补充。

步骤 107 配置 CIFS 服务器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CIFS。
3 选中启用复选框以启用 CIFS。

或

取消选中启用复选框以禁用 CIFS。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注：在增强安全模式中，启用 CIFS 需要管理员账户密码。

4 在网络路径文本框中输入网络路径。

注：当输入网络路径时，应使用以下格式 “//<IP 地址>/<文件夹名称>”

5 在域名文本框中输入域名。

6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

7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8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测试 CIFS 设置

测试已正确配置的 CIFS 设置。

步骤 108 测试 CIFS 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 CIFS。
3 选择测试。

将向指定的 CIFS 目的地发送一个示例文本文件，以确认 CIFS 设置正确。

-结束 -

动态 DNS
支持动态 DNS 更新，实时变更 Internet IP 地址，从而为可能在网络上变更位置的资源提供
永久域名。RFC 2136 在域名系统中进行动态更新。在这种情况下，摄像头仅与 DHCP 服务
器通讯，且 DHCP 服务器负责更新 DNS 服务器。摄像头请求新租赁时将向 DHCP 服务器
发送其主机名，然后 DHCP 服务器相应地更新 DNS 记录。这种方式仅适用于具有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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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CP 和 DNS 服务器的内部网络类型配置，并且用户希望只在自己的网络中访问摄像
头。

默认情况下，当发出 DHCP 请求时，摄像头将传输其主机名，作为 DCHP 请求的一部分。
用户无法配置此选项。摄像头主机名与网络用户界面上的可配置参数 “摄像头名称 ”一致。
任何 DHCP 请求都将包含摄像头主机名，以便使用 DHCP 服务器转发到相应的 DNS 服务
器。

动态 DNS

配置摄像头的动态 DNS 设置。

步骤 109 配置动态 DNS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网络菜单选择动态 DNS。
3 选中服务启用复选框以启用动态 DNS。

或

取消选中服务启用复选框以禁用动态 DNS。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如果已启用 “服务启用 ”：

a 在文本框中输入摄像头别名。

b 从下拉列表选择服务提供商：

• Dyndns.org(动态 )
• Dynds.org(自定义 )
• 非 IP
• 更改 IP

c 在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

d 在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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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

当您打开系统菜单时，维护页面将出现，如图 15 位于第 页 79 所示。

图 15系统菜单

通过系统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维护

• 日期和时间

• 音频

• TV 系统

• 日志

• 关于

维护

维护菜单可用于将摄像头设置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重启摄像头和应用固件升级。

重置

要执行摄像头物理重置，请参阅本指南中与您的摄像头型号相关的章节。

注：如有需要，可以保留网络设置、预置位、模式和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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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0 重置摄像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

3 选中保留 IP 地址复选框以在摄像头重置期间保留当前的网络设置。

或

取消选中保留 IP 地址复选框以还原默认的网络设置。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4 勾选保留预设、模式和序列复选框以在摄像头重置期间保留当前的预设和序列。

或

取消勾选保留预设、模式和序列复选框，以移除现有预设和序列。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选择重置。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重置摄像头。

• 选择确定确认。网络用户界面将显示 “摄像头重置 ”页面，并带有
显示重启进度的进度条。

• 摄像头重启时将需要 2 - 3分钟，之后它将处于联机状态并可访
问和控制。

或

选择取消。

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结束 -

重启

要执行摄像头物理重置，请参阅本指南中与您的摄像头型号相关的章节。

步骤 111 重启摄像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

3 选择重启。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重启摄像头。

4 选择确定确认。

网络用户界面将显示 “摄像头重启 ”页面，并带有显示重启进度的进度条。

摄像头重启时将需要 2 - 3分钟，之后它将处于联机状态并可访问和控制。

或

选择取消。

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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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摄像头固件升级

可以使用 Illustra 提供的固件升级摄像头。或者，摄像头也可以使用 Illustra Connect 升级。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Illustra Connect 用户指南》。

注：升级固件时，将维护所有现有的摄像头设置。

警告

您只能使用 Illustra 提供的固件。使用任何其他固件都可能导致摄像头出现故障和损坏。

步骤 112 升级摄像头固件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

3 选择浏览。

此时会显示 “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对话框。

4 导航至保存固件文件的位置。

5 选择固件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按钮。

6 选择上传。

文件传输开始。不要在升级过程中断开摄像头的电源。摄像头将在升级完成后自
动重启，此过程耗时 1至 10 分钟。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结束 -

备份 /还原

备份摄像头数据和从先前保存的数据文件还原。该数据文件可保存到指定位置并用于还
原摄像头配置。

注：在摄像头上创建的已保存的备份数据文件仅适用于该特定摄像头，无法用于还原其他

摄像头的设置。

步骤 113 备份摄像头数据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

3 选择备份 /还原选项卡。

4 选择备份。系统将提示您是否保存备份文件。

5 选择保存。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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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14 从备份还原摄像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

3 选择备份 /还原选项卡。

4 选择浏览。

此时会显示 “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对话框。

5 导航至保存固件文件的位置。

6 选择固件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按钮。

7 选择上传。

此时会开始传输文件。不要在升级过程中断开摄像头的电源。摄像头将在升级完
成后自动重启，此过程耗时 1至 10 分钟。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结束 -

日期 /时间

在摄像头上设置日期和时间。

注：日期和时间也可以在快速启动菜单中配置。

步骤 115 配置日期和时间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日期和时间。

3 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24 小时时钟。

或

取消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12 小时时钟。

默认设置为 “24 小时制 ”。

4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日期显示格式：

• DD/MM/YYYY
• MM/DD/YYYY
• YYYY/MM/DD
默认设置为 “YYYY/MM/DD”。

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时区。

默认设置为 “(GMT-05:00)东部时间 (美国和加拿大 ) ”

6 选择以下单选按钮以选择设置时间设置：

• 手动

• 通过 NTP
默认设置为 “手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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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手动 ”：

a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日期 (DD/MM/YYYY)。
b 使用下拉菜单选择时间 (HH:MM:SS)。

8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通过 NTP”：

a 在文本框中输入 NTP 服务器名称。

9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音频

您可以在这个选项卡中配置音频输入、输出，上传音频和存储的音频剪辑，以及配置音频
视频同步。

步骤 116 配置音频输入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音频。此时会显示 “音频输入 ”选项卡。

3 选中输入启用复选框以启用音频输入设置。

或

清除选中输入启用复选框以禁用音频输入设置。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4 为自动编解码器选择以下值之一：

• G711A
• G711u
• G726
• AAC
• PCM

5 使用滑块选择输入音量。

值范围为 1到 100。

默认设置为 72。

6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步骤 117 配置音频输出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摄像头配置 ”菜单中选择音频。

3 选择音频输出选项卡。

4 选中输出启用复选框以启用音频输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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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取消选中输出启用复选框以禁用音频输出设置。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5 如果启用了 “输出启用 ”，使用滑块选择输出音量。

值范围为 1到 100。

默认设置为 50。

6 选择应用以保存更改。

-结束 -

TV系统

可选择是通过 NTSC 还是 PAL 格式让 TV 系统运行，具体取决于哪种格式最适用于您所在
地点。NTSC 主要用于美洲和亚洲。PAL 主要用于欧洲。

注：更改 TV 系统将影响 IP 和模拟流 (如受支持 )。

步骤 118 启用 IT系统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系统 ”菜单选择 TV 系统。

3 从下拉菜单选择您想要使用的 TV 系统：

• NTSC
• PAL

4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日志

提供系统信息和摄像头创建的启动日志信息。

系统日志

系统日志提供来自 unix/var/log/messages 文件的最新消息。此类信息将包括以下方面：

• 程序启动 /关闭等系统行为的消息。

• 程序遇到可恢复性问题的警告。

• 程序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的错误消息；请注意，这并不意味着程序将停止运行，
只是表明程序遇到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已。

步骤 119 显示系统日志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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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会显示 “系统日志 ”选项卡。

3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步骤 120 系统日志过滤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日志。

此时会显示 “系统日志 ”选项卡。

3 在行数文本框中输入要查看的日志文件的行数。

4 在过滤器文本框中输入要搜索的词语或短语。

5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启动日志

“启动日志 ”是 Linux 操作系统启动程序的日志，且仅对 Tyco Security Products 技术支持工程
师有使用价值，他们需要获取设备的更多信息。

步骤 121 显示启动日志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日志。

3 选择启动日志选项卡。

4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步骤 122 启动日志过滤器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日志。

3 选择启动日志选项卡。

4 在行数文本框中输入要查看的日志文件的行数。

5 在过滤器文本框中输入要搜索的词语或短语。

6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会记录在记录任何信息时获取的详细信息，包括来源、类、结果、用户和更改描
述。网络用户界面以下区域中所做的所有更改概述如下：



Illustra Pro Gen 2系列安装和配置指南

8200-1984-0210 A0 86

• FTP、CIFS、SMTP、IPV4、IPV6、DNS 和 SNMP 的更改记录在类 NETWORK 下。

• 流的更改记录在类 VIDEO 下。

• 重启、重置和升级的更改记录在类 MAINTENANCE 下。

• DIO 和 ROI 的更改记录在类 EVENT 下。

关于

关于菜单提供以下摄像头信息：

• 摄像机名称

• 型号

• 产品代码

• 制造日期

• 序列号

• MAC 地址

• 固件版本

• 硬件版本

步骤 123 显示型号信息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关于。此时会显示型号选项卡。

-结束 -

步骤 124 编辑摄像头名称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系统菜单选择关于。此时会显示型号选项卡。

3 在摄像头名称文本框中编辑名称。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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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e 录制

当您选择 Edge录制菜单时，Micro SD 卡管理页面将出现，如图 16 位于第 页 87 所示。

图 16 Edge录制菜单

通过 Edge 录制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SD 卡管理

• 录制设置

• 事件下载

SD卡管理

“Edge 录制 ”可将录制的视频保存到 Micro SD 卡。可将视频配置为基于事件录制。若不使用
Micro SD 卡，在触发警报时会在摄像头上显示当前故障通知。使用 Micro SD 卡将启用以下
功能：

• 如果触发警报，摄像头上会显示当前故障通知。

• 将视频 /音频和屏幕快照保存到 SD 卡。

• 可发送 SMTP 通知。

• 可发送通过 FTP 和 CIFS 上传的视频。

• 可通过音频输出端口播放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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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入 Micro SD 卡

插入 Micro SD 卡后，切记要重新启动摄像头。Micro SD 卡应当通过网络用户界面安装和卸
载。如果您收到 “设备正忙 ”的信息，则应当等待并在数分钟后重试。如果这不起作用，则可
能必须禁用移动检测、FTP 或其他任何可能使用 Micro SD 卡的进程。

注：有关如何拆卸外壳组件并接触摄像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随附的《快速参考指

南》。

步骤 125 通过关闭摄像头电源插入 Micro SD 卡

步骤 操作

1 断开电源以关闭摄像头。

2 将 Micro SD 卡插入摄像头。

3 重新连接电源并启动摄像头。

-结束 -

步骤 126 通过网络用户界面重新启动摄像头以安装 Micro SD 卡

步骤 操作

1 将 Micro SD 卡插入摄像头。

2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3 从 Edge录制菜单选择 SD 卡管理。

4 选择安装。

-结束 -

移除 Micro SD 卡

无论何时需要从摄像头中移除 Micro SD 卡，均应使用以下两个步骤：

• 通过关闭摄像头电源移除 Micro SD 卡 -如果您无法访问网络用户界面且无法
在移除前下载 Micro SD 卡，请使用此步骤。

• 卸载 Micro SD 卡以移除 -如果您无法接触到摄像头的电源，请使用此步骤。

注：有关如何拆卸外壳组件并接触摄像头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随附的《快速参考指

南》。

步骤 127 通过关闭摄像头电源移除 Micro SD 卡

步骤 操作

1 断开电源以关闭摄像头。

2 从摄像头中移除 Micro SD 卡。

注：在插入 Micro SD 卡且重启摄像头后，AVI 剪辑才可以使用。

3 重新连接电源并启动摄像头。

-结束 -



89 8200-1984-0210 A0

步骤 128 卸载 Micro SD 卡以移除

步骤 操作

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Edge录制菜单选择 SD 卡管理。

3 选择卸载。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卸载。

4 选择确定确认。

或

5 选择取消。

从摄像头中移除 Micro SD 卡。

在插入 Micro SD 卡且安装后，AVI 剪辑才可以使用。

-结束 -

录制设置

选择用于警报视频的视频流，并配置可播放视频剪辑的事件前 /后时长。摄像头可以录制
从 MD、人脸侦测和 DIO 事件中产生的视频。

步骤 129 配置录制设置

步骤 操作

1 选择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2 从 Edge录制菜单选择录制设置。

3 选中启用录制以允许摄像头创建可播放的视频剪辑。

或

取消选中启用录制以禁用该功能。

4 如果已启用启用录制：

a 从 “视频 ”下拉菜单选择所需的视频流。
请参阅程序 54“配置视频流设置 ”。

b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事件前时长 (秒 ) ”。值范围为 0到 10。
默认设置为 5秒。

c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事件后时长 (秒 ) ”。值范围为 0到 10。
默认设置为 5秒。

5 选择应用保存。

-结束 -

事件下载

如果某个事件操作会启用录制模式，当触发该操作后，相关的视频会记录在事件下载表
中，以后可使用指定的上传协议将其下载至 Micro SD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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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事件操作必须启用录制模式才能记录和下载。此模式在事件和操作菜单下的事件操作

中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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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用户帐户访问权限

摄像头菜单 子菜单 选项卡
管理
员

操作员 用户

实时视图 实时视图 X X X

快速启动 基本配置 TCP/IP X

视频流设置 X X

画面基本设置 X X

画面附加设置 X X

日期 /时间 /OSD X X

视频 流 视频流设置 X X

画面设置 画面基本设置 X X

画面附加设置 X X

镜头校准 X

镜头选择 X

日期 /时间 /OSD 日期和时间 X X

OSD X X

隐私地带 隐私地带 X X

事件和操作 事件设置 SMTP X

FTP X

CIFS X

事件操作 事件操作 X

警报输入 /输出 警报输入 /输出 X

分析 ROI X

运动检测 X

模糊检测 X

事件日志 事件日志 X

故障日志 X

安防 安全状态 安全概述 X

安全日志 X

用户 用户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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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头菜单 子菜单 选项卡
管理
员

操作员 用户

添加用户 X X

更改密码 X X X

HTTP/HTTPS HTTP/HTTPS X

IEEE 802.1x EAP 设置 X

防火墙 基本过滤 X

地址过滤 X

远程访问 远程访问 X

会话超时 会话超时 X

网络 TCP/IP TCP/IP X

多播 多播 X

FTP FTP X

SMTP SMTP X

SNMP SNMP X

CIFS CIFS X

动态 DNS 动态 DNS X

系统 维护 维护 X

备份 /还原 X

日期和时间 日期和时间 X

音频 音频 X

音频剪辑 X X

模拟视频 模拟视频 X X

运行状况监控器 运行状况监控器 X

PTZ 摘要 X

日志 系统日志 X

启动日志 X

审计日志 X

关于 型号 X X X

Edge 录制 SD 卡管理 SD 卡管理 X

录制设置 录制设置 X

脱机录制设置 X

事件下载 事件下载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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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使用媒体播放器查看 RTSP 流

注：本附录仅供用户参考。Tyco Security Products 对于用于 RTSP 回放的第三方软件所引起

的任何错误不予支持，也概不负责。

步骤 130 通过媒体播放器查看 RTSP 流

步骤 操作

您可以使用媒体播放器实时查看来自摄像头的实时视频和音频。

1 选择媒体，然后选择打开网络媒体。

2 在网络 URL文本框中输入下列格式的摄像头流 IP 地址以查看流 1和 2：

• 流 1：rtsp://cameraip:554/videoStreamId=1

• 流 2：rtsp://cameraip:554/audioStreamId=1

例如：rtsp://192.168.1.168:554/videoStreamId=1

或

rtsp://192.168.1.168:554/videoStreamId=1&audioStreamId=1

3 选择播放。实时视频流将显示。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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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流表格

Pro Gen 2 - 12MP流化组合

表 17客户端歪斜修正流化表

流 1

分辨率
最大 FPS

客户端歪斜修正

H.265

H.264

H.265 Intellizip

H.264 Intellizip

(2992x2992)

(2048x2048)

(1408x1408)

(1072x1072)

(960x960)

30

30

30

30

30

MJPEG

1408x1408

1072x1072

960x960

30

30

30

流 2

H.265

H.264

H.265 Intellizip

H.264 Intellizip

(1072x1072)

(960x960)

(720x720)

(640x640)

(480x480)

(384x384)

30

30

30

30

30

30

MJPEG

(1072x1072)

(960x960)

(720x720)

(640x640)

(480x480)

(384x384)

30

30

30

30

30

30

流 3 MJPEG

(720x720)

(640x640)

(480x480)

(384x384)

30

3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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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边缘歪斜修正流表，带有流 1的鱼眼视图

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鱼眼 鱼眼 鱼眼 鱼眼

流 2 鱼眼 活动图像 全景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流 3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2976x2976 960x960 480x360 15 15 不适用 15

2976x2976 960x720 480x360 15 15 15 15

2976x2976 960x544 480x360 15 15 15 15

2048x2048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5

2048x2048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7
27

2048x2048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2048x2048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2048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960 480x360 27 30

2048x2048 960x720 480x360 27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30

2048x2048 960x544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5

2048x1536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7
27

2048x1536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2048x1536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1536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2048x1536 960x960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960x72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30

2048x1536 960x544 480x360 27 30

1920x1080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5

1920x1080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7 27

1920x1080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30

1920x1080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1920x1080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1920x1080 960x960 480x360 27 30

1920x1080 960x72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1920x1080 960x544 480x360 27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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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边缘歪斜修正流表，带有流 1的活动图像

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流 2 鱼眼 活动图像 全景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流 3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2976x2976 960x960 480x360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不适用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2976x2976 960x720 480x360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2976x2976 960x544 480x360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15 - 天花板

N/A - 墙壁

2048x2048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5

2048x2048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7
27

2048x2048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2048x2048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2048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960 480x360 27 30

2048x2048 960x720 480x360 27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30

2048x2048 960x544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7

2048x1536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2048x1536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30

2048x1536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2048x1536 960x960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960x72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2048x1536 960x544 480x360 27 30

1920x1080 2048x2048 480x360 30 27 不适用 27

1920x1080 2048x1536 480x360 30 27 30 30



Illustra Pro Gen 2系列安装和配置指南

97 8200-1984-0210 A0

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1920x1080 1920x1080 480x360 30 30
30

30

1920x1080 1600x1200 480x360 30 30

1920x1080 1408x1408 480x360 30 30
不适用

1920x1080 960x960 480x360 30 30

1920x1080 960x720 480x360 30 30
30

1920x1080 960x544 480x36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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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边缘歪斜修正流表，带有流 1的全景视图

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全景 全景 全景 全景

流 2 鱼眼 活动图像 全景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流 3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2976x2976 960x96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76x2976 960x72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976x2976 960x544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2048x2048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2048x1536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1920x108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1600x120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1408x1408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96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720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544 480x36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2048x1536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7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1536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 天花板

27 - 墙壁

25 - 天花板

30 - 墙壁
27

2048x1536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27 - 墙壁

27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1536 1600x1200 480x360 27
25 - 天花板

30 - 墙壁

30

2048x1536 1408x1408 480x360 27
不适用

2048x1536 960x960 480x360 27

2048x1536 960x720 480x360 27
25 - 天花板

30 - 墙壁

2048x1536 960x544 480x360 27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1920x1080 2048x2048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27天花板

30 - 墙壁

不适用 27

1920x1080 2048x1536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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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全景 全景 全景 全景

1920x1080 1920x1080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30

1920x1080 1600x1200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1920x1080 1408x1408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不适用

1920x1080 960x960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1920x1080 960x720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1920x1080 960x544 480x360
27天花板

30 - 墙壁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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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Triple View Wall on Stream/三视图墙壁。

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流 2 鱼眼 活动图像 全景 活动图像

流 3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活动图像

2976x2976 960x960 480x360 15 15 不适用 15

2976x2976 960x720 480x360 15 15 15 15

2976x2976 960x544 480x360 15 15 15 15

2048x2048 2048x2048 480x360 25 25 不适用 25

2048x2048 2048x1536 480x360 25 27
25 - 天花板

27 - 墙壁

272048x2048 1920x1080 480x360 25 27 27

2048x2048 1600x1200 480x360 25 30
25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2048 1408x1408 480x360 25 30
不适用

2048x2048 960x960 480x360 25 30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2048x2048 960x720 480x360 25 30
25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2048 960x544 480x360 25 30 27 30

2048x1536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7

2048x1536 2048x1536 480x360 27 27

2048x1536 1920x108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30 - 天花板

27 - 墙壁
2048x1536 1600x1200 480x360 27 30

2048x1536 1408x1408 480x360 27 30
不适用

2048x1536 960x960 480x360 27 30

302048x1536 960x720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2048x1536 960x544 480x360 27 30

1920x1080 2048x2048 480x360 27 27 不适用 27

1920x1080 2048x1536 480x360 27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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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源最大 FPS

流 1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QUAD CEILING Triple
WALL

1920x1080 1920x1080 480x360 30 30 30

30

1920x1080 1600x1200 480x360 30 30
27 - 天花板

30 - 墙壁

1920x1080 1408x1408 480x360 30 30
不适用

1920x1080 960x960 480x360 30 30

1920x1080 960x720 480x360 30 30
30

1920x1080 960x544 480x360 3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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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D: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The table below list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the Pro Gen 2 12MP Fisheye camera.

Operational

Video Com-
pression H265, H264+, H265+

Max Frame
Rate 30fps @ 12MP, 27fps @ 1080p

Resolution &
Aspect Ratio

Edge Dewarp (2688x1512) 16:9
(1920x1080) 1080p 16:9 (1664x936) 16:9
(1280x720) 720p 16:9 (1024x576) PAL
16:9 (960x544) 16:9 (640x360) nHD 16:9
(480x360) 480 4:3 (384x288) 4:3 (384x216)
16:9

Client Dewarp (2992x2992) 1:1 (2048x2048)
1:1 (1408x1408) 1:1 (1072x1072) 1:1
(960x960) 1:1 (720x720) 1:1 (640x640) 1:1
(480x480) 1:1 (384x384) 1:1

Video Streams Client: Triple Edge: Depends on Image sources selection

Imager Progress Scan RGB CMOS 1/1.7”

Lens Type Glass Aspherical

Focal Length 1.65 mm

Field of View 180°

Aperture F2.8

Minimum Illu-
mination

Color

B/W

0.6 Lux @ 1/15s

0.2 Lux @ 1/4s

0.003 Lux @ 1/4s

IR Illumination Yes

IR Distance 15m

Wide Dynamic
Range DIgital WDR

Day/Night Mechanical ICR

ONVIF-Com-
pliant Profile S, G, Q

Motion Detec-
tion Yes

Privacy Zones 5

Alarm Input/Out-
put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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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dio 1/1

Simultaneous
Users 3

Supported Lan-
guages

Arabic, Czech, Chinese (Simplified), Chinese (Traditional), Danish, Dutch, English (US),
French, German, Italian, Japanese, Korean, Polish, Portuguese (Brazilian), Russian, Span-

ish, Turkish

Network

Ethernet Inter-
face 10/100/1Gbps Ethernet, RJ-45

Supported Pro-
tocols

IPv4/v6, TCP/IP, UDP, RTP, RTSP, HTTP, HTTPS, ICMP, FTP, SMTP, DHCP, CIFS, PPPoE,
UPnP, IGMP, SNMP, QoS, ONVIF, ARP

Configuration Management

Web Browsers IE10 or higher

Security

Enhanced Security Mode (forces complex passwords, HTTPS and disables discovery); TLS
1.2 (256 bit cipher minimum); Security Overview Page (status and configuration); RTSP

Authentication; IEEE 802.1X Client; Remote Accessible Audit logs; Role-Based Access Con-
trol

Onboard Storage

Card Support microSDXC 64GB

Pre-Alarm
Recording 10 sec

Recording
Format AVI

Recording Trig-
ger Video Motion, Alarm Input, Network Failure Detection

Electrical

Power Input DC 12V, Power over Ethernet (PoE) IEEE 802.3af/802.3at Type 1 Class 3

Power Draw 7.1W PoE, 8.1W DC12V

Physical

Dimensions
(RxH) Ø5.8 x 2.2 in (Ø148x 55 mm)

Weight 0.73 lb (330 g)

Housing Color RAL 9003 - Signal White

Operating Tem-
perature -22°F - 122°F (-30°C - 50°C)

Humidity Up to 95% RH Non-Condensing

Vandal Resist- I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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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t

Outdoor Rating IP66

Regulatory

Safety UL 62368-1; CAN/CSA-C22.2 No. 62368-1; EN 62368-1; IEC 62368-1

Emissions FCC Part 15 Class A; CE EN55032 Class A; AS/NZS CISPR 32 Class A; ICES-003 Class A

Immunity EN50130-4

Environment RoHS; 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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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 (EULA)
重要信息 -在打开磁盘包装或者下载、安装、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软件之前，请认真阅
读此最终用户许可证协议 (EULA)。此 EULA 是您与 SENSORMATIC ELECTRONICS, LLC
(简称 TYCO)之间签署的法律协议，并依据此 EULA 约束您对软件和 /或固件的使用，此处
的软件可包含在相关产品中并包括计算机软件，并可能包括介质、印刷材料以及 “在线 ”或
电子文档 (统称 “软件 ”)。一旦您拆开包装封条或者下载、安装、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
软件，即表明您同意遵守此 EULA 的条款。如果您不同意此 EULA 的所有条款和条件，请
勿打开、下载、安装、复制或以其他方式使用本软件。

1.许可范围。本软件可能包括计算机代码、程序文件及任何相关介质、软硬件加密锁、印
刷材料和电子文档等。本软件可能会作为计算机系统或者其他硬件或设备 ( “系统 ”)的一部
分预安装在产品中或存储设备 (介质 )上提供给您。本软件受版权法和国际版权条约以及
其它知识产权法和条约的保护。本软件 (包括但不限于本软件中包括的任何图像、照片和
文字 )、随附印刷材料和本软件任何副本所包含和涉及的全部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均属于
Tyco 和 /或其供应商。本软件并未出售，只是授予许可。Tyco 及其供应商保留此 EULA 中所
有未明确授予的权利。

2.授予许可证。此 EULA 授予您以下非独占权利：

a.通则。此 EULA 允许您在已购买此 EULA 的情况下使用本软件。如果软件受软件或硬件
加密锁或其它设备保护，则软件可用于任何安装了加密锁的计算机上。如果加密锁将软
件锁定在特定系统上，软件只能在该系统上使用。

b.本地存储的组件。本软件中可能包括在一台或多台设备上本地存储和操作的软件代码
组件。一旦您支付这些设备的所需许可费 (由 Tyco 单方面确定 )，您便可以在经过 Tyco 许
可的每台设备上安装和 /或使用此类软件组件的一份副本。随后，您可以在操作安装有此
软件组件的设备时，完全按照任何随附文档中列出的方式或完全按照本软件的性质 (如果
没有随附文档 )，使用、访问、显示、运行此类软件组件或与之交互 ( “使用 ”)。

c.远程存储的组件。软件中可能还包括用于远程操作一台或多台设备的软件代码组件。您
可以在含有所有设备的内网的远程存储设备上安装和 /或使用一份本软件组件，并可完全
按照任何随附文档中列出的方式 (如果没有随附文档，则完全按照本软件性质所预期的方
式 )，在内网的每台设备上操作此组件；不过前提是，您仍然必须为要操作此组件的每台设
备获得所需数量的许可证。d. 嵌入式软件 /固件。软件中可能还包括驻留在设备中的软件
代码组件，该组件是 Tyco 为操作该设备而提供。在使用该设备时，可以单独使用此软件
组件；但是，在未事先取得 Tyco 明确书面授权前，不得检索、复制或将该软件组件传输到
任何其它介质或设备上。

e. 备份副本。您只能因存档目的而备份软件 (嵌入式软件除外 )，该副本只能用于替换当前
具有有效许可证的软件组件。除非此 EULA 中明确说明，否则不得制作软件副本，包括印
刷材料。

3.其它权利和限制。您使用软件时受如下附加限制的约束。违反这些限制中的任意一项均
将导致此 EULA 自动终止，此时 Tyco 将有权采用其它法定的补救措施。

a.对反向工程和衍生作品的限制。您不得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如果尝
试执行任何此类操作，此 EULA 将立即终止；尽管有此限制，但可以且仅可以在适用法律
明确允许或者属于开源软件并有适用开源许可证的情况时执行此类活动。未经 Tyco 高级
管理人员书面允许，您不得对软件的任何部分进行任何更改或修改，也不得创建任何衍
生作品 (此 EULA 中涉及 “开放源代码 ”软件的 3(f)部分除外 )。您不得删除软件中的任何所
有权声明、标记或标签。您应当制定合理的措施确保您的员工和代理遵守此 EULA 的条款
和条件。

b.版权声明。您必须在所有软件副本上保留全部版权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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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转让。根据此 EULA，仅当满足以下规定时您才能转让您的权利：(i)作为永久性销售进行
转让，或转让经许可软件适用的所有设备；(ii)如果您转让所有软件 (包括所有组件、介质
和印刷材料、所有升级程序及此 EULA)；(iii)如果不保留软件任何部分的任何副本；(iv)如
果受让方同意此 EULA 的条款；以及 (v)如果软件是升级版本，则此转让还必须包括软件的
所有以前版本。您同意，如果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则转让行为无效。

d. 终止。在不损害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如果您违反了此处的条款和条件，Tyco 有权终
止此 EULA。在本协议终止时，您必须立即销毁软件的所有副本及其全部组件。对于嵌入
到硬件或固件中的软件，您必须立即联系 Tyco 或其代表，按照 Tyco 的规定删除或锁定软
件功能。

e. 后续 EULA。Tyco 向软件中提供任何新组件、版本、升级、其它修改或增加功能时，还可
能使用后续 EULA 来取代此 EULA。同样，如果此 EULA 的条款与任何以前的 EULA 或您与
Tyco 之间有关软件的其它协议相冲突，则以此 EULA 的条款为准。

f.“开放源代码 ”与其他第三方软件的合并。软件的某些部分可能受某些控制使用、复制、修
改、再发行和保证软件这些部分的第三方许可协议的约束，包括广为人知的 “开放源代码 ”
软件。软件的该部分仅受该类其他许可证的条款约束，并且根据开源软件的该许可证不提
供任何担保。使用软件即表明您也同意遵守此类第三方协议的条款。除非适用的第三方许
可证有规定，否则您有权对该软件进行反向工程或接收此软件的源代码，用于和分发到您
创建的任何程序，前提是同意遵守适用第三方许可证的条款，且您对程序的分发符合该
许可证的条款。如果适用，请与您的 Tyco 代表联系，可免费获取此源代码副本。

g. 商标。此 EULA 未授予您任何与 Tyco 及其子公司或供应商的任何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关
的权利。

h.租赁。您不得转授权、出租、租赁或出借软件。您不得将软件提供给他人使用、在服务器
或网站上发布软件，或通过其他方式传播软件。

i.软件加密锁。硬件 /软件加密锁 (如果适用 )是您行使此处授予您的权利的许可证明，您必
须妥善保管。加密锁丢失或被盗将不予更换。

j.演示和评估副本。软件的演示或评估副本也受此 EULA 的约束，但此处包含的许可证将
在演示或评估期结束时过期。

k.软件注册。软件必须在 Tyco 注册后才能使用。如果您未注册软件，此 EULA 将自动终
止，您将无法使用软件。

l.其他限制。软件在使用时可能要受此软件随附文档指定的其它限制和条件的约束，此处
所指的附加限制和条件已在此 EULA 中列出，是本协议的一部分。

m.升级和更新。在 Tyco 规定的范围内，软件升级和更新仅用于替代许可您使用的原始软
件的全部或部分。软件升级和更新不会增加许可您使用的副本数。如果软件是许可您使
用的作为单个产品的某软件程序包之组件的升级，则软件仅可作为该单个产品包的一部
分进行使用和转让，而不得在一台以上的计算机或系统上单独使用。通过 Tyco 授权网站
或 FTP 站点免费下载的软件升级和更新可用于升级多个系统，前提是许可您在这些系统
上使用原始软件。

n.工具和实用程序。通过 Tyco 授权网站或 FTP 站点 (或类似的 Tyco 授权分发方式 )作为工
具或实用程序分发的软件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复制和安装，前提是不传播或销售软件，
且软件仅用于工具或实用程序的预期用途并与 Tyco 产品一起使用。此 EULA 的所有其它
条款和条件都继续适用。

O. 遵守法律。软件的某些功能可能会要求您遵守本地、国家和国际的法律法规。您全权负
责遵守与您使用这些功能有关的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与个人数据保护、
隐私权以及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收集和分享个人数据相关的任何法律，包括第三方视
频和人脸识别，或要求您就您对软件的性能和功能的使用向他人发出通知或征得他人同
意的任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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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口限制。您同意不会直接或间接将软件的任何部分或其任何直接产品 (前文统称 “受限
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和苏丹，包括这些国家的任何实体或
个人 ( “Tyco 的立场 ”)。您还同意不会将 “受限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任何不完全遵守所
有适用政府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财政部制定的适用经济制裁和约束，美国商务部、美
国国务院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制定的适用出口控制措施，以及欧盟或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
的政府机构制定的措施 )的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若您违反美国或任何其它政府的任何适
用法律或法规，或者违背 Tyco 的立场，不管是否与任何前述适用法律或法规相冲突，都
将导致自动终止此 EULA。

5.美国政府限制权利。根据联邦采购法规及其补充条例，软件是具有 “限制权利 ”的商业计
算机软件。美国政府的任何使用、复制或披露行为应受 DFARS 255.227-7013 技术数据和计
算机软件权利条款的 (c)(1)(ii)段及以下部分或 252.211-7015，或 FAR 52.227-19 商业计算机
软件限制权利的 (a)到 (d)段中的适用规定或 NASA FAR 补充条款中的类似条款约束。承包
商 /制造商是 Sensormatic Electronics, LLC，其地址为 6 Technology Park Drive, Westford, MA
01886。

6.有限保证。

a. 保证。Tyco 保证，在收到包含软件的介质、硬件加密锁和所附文档之日起的九十 (90)日
内，您可以正常使用该介质，不会出现材料和工艺上的任何缺陷。Tyco 进一步保证在上述
同一期间内，本许可证下的介质上的软件在与指定硬件一起使用时，软件性能将与随附
用户文档中的描述完全相符。前述明示保证将取代所有其它保证或条件，无论是明示、暗
示还是法定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所有权、未侵犯或盗用第三
方知识产权、海关、贸易、平静受益权、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或系统集成的任何暗示或其它
保证。TYCO 不保证软件的任何部分都无错误、没有任何安全漏洞或在使用时不中断。对
于因改变运行软件的设备的操作特征而引起的问题，或因软件与非 TYCO 软件或硬件产
品交互引起的问题，TYCO 概不负责。TYCO 既不承担也不授权任何其他人员代表 TYCO
修改或变更此保证，也不承担与此软件有关的其它保证或责任。如果因滥用或误用导致
出现问题，TYCO 的保证将失效。此有限保证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强制性法律 (不
同州和国家 /地区将各不相同 )，您可能拥有其它权利。

b. 唯一补救措施。根据上文第 6条中列出的保证，Tyco 的全部责任和您的唯一补救措施
是：(i)设法用 Tyco 认为合适的方式纠正软件错误，(ii)免费更换功能相同的介质、软件或文
档，或 (iii)按比例退回一部分已支付的软件许可费用 (按五年期的使用寿命折旧 )，并终止
此 EULA；所有情况下都假设 Tyco 在适用的保证期内收到所有保证问题的书面通知。在原
始保证期的剩余时间内，可保证更换任何物件。但对于由事故、滥用、修改或使用不当而
造成软件或承载软件的硬件故障，将不提供任何补救措施。以上保证服务或帮助由原始
购买地点负责提供。

7.责任范围和伤害赔偿免予计列。

a.责任范围。在任何情况下，TYCO 对由于此 EULA 引起或与其相关的、或由于使用软件引
起的整体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过失责任、严格责任、违约、失实陈述和其它合同或侵权索
赔 )赔偿的金额不应超过 5.00 美元或您为引起此责任的软件支付给 TYCO 或其经销商的
金额，以两者中的较大金额为准。由于有些管辖区域不允许免除或限制上述责任，因此这
些规定可能不适用。b. 其它伤害赔偿免予计列。在任何情况下，TYCO 或其任何经销商或
许可方均不承担如下责任：(I)第三方索赔；(II)任何系统、记录或数据的丢失或损坏，以及
与侵犯个人隐私权相关的责任；或 (III) TYCO 事先已经提醒过可能会发生的间接损失、附
带性损失、特殊损失、结果性损失、惩罚性损失、信赖损失或保险损失 (包括利润损失和原
本可以节约的支出 )。您自行负责确定软件所有输出的安全性、准确性和充分性以及由此
产生的所有可靠性。有些管辖地区不允许免予赔偿附带性或结果性损失，或不允许对暗
示保证期限进行限制，因此上述有些限制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适用。

8.一般如果发现此 EULA 的任何规定不合法、无效或由于任何原因无法实施，那么该规定
将从此 EULA 分割出来，这并不影响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和强制性。您必须妥善保管许可费
证明，包括型号、序列号和付款日期，并在请求此 EULA 保证范围内的服务或帮助时，出
示有关付款凭证。此 EULA 受纽约州法律的管辖，而不管其法律原则的冲突。协议双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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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撤销地同意服从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个人管辖权，并同意将由于这些条款和
条件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和全部争议交由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处理。双方特别
声明，不使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条款。

9.其他注意事项。

a. 针对实施 MPEG-4视觉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MPEG-4 VISUAL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MPEG-4
视频标准编码视频 ( “MPEG-4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及非商业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MPEG-4视频和 /或由取得 MPEG LA 许可证授权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MPEG-4视频。对于
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更多信息，包括与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
的优惠、内部使用权、商业使用权和许可相关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b. 针对实施 AVC 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AVC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其他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AVC 标准编码视频 ( “AVC
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AVC 视频和 /或由取得相关许可证授权
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AVC 视频。对于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的其他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e. 备份副本。您只能因存档目的而备份软件 (嵌入式软件除外 )，该副本只能用于替换当前
具有有效许可证的软件组件。除非此 EULA 中明确说明，否则不得制作软件副本，包括印
刷材料。

3.其它权利和限制。您使用软件时受如下附加限制的约束。违反这些限制中的任意一项均
将导致此 EULA 自动终止，此时 Tyco 将有权采用其它法定的补救措施。

a.对反向工程和衍生作品的限制。您不得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如果尝
试执行任何此类操作，此 EULA 将立即终止；尽管有此限制，但可以且仅可以在适用法律
明确允许或者属于开源软件并有适用开源许可证的情况时执行此类活动。未经 Tyco 高级
管理人员书面允许，您不得对软件的任何部分进行任何更改或修改，也不得创建任何衍
生作品 (此 EULA 中涉及 “开放源代码 ”软件的 3(f)部分除外 )。您不得删除软件中的任何所
有权声明、标记或标签。您应当制定合理的措施确保您的员工和代理遵守此 EULA 的条款
和条件。

b.版权声明。您必须在所有软件副本上保留全部版权声明。

c.转让。根据此 EULA，仅当满足以下规定时您才能转让您的权利：(i)作为永久性销售进行
转让，或转让经许可软件适用的所有设备；(ii)如果您转让所有软件 (包括所有组件、介质
和印刷材料、所有升级程序及此 EULA)；(iii)如果不保留软件任何部分的任何副本；(iv)如
果受让方同意此 EULA 的条款；以及 (v)如果软件是升级版本，则此转让还必须包括软件的
所有以前版本。您同意，如果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则转让行为无效。

d. 终止。在不损害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如果您违反了此处的条款和条件，Tyco 有权终
止此 EULA。在本协议终止时，您必须立即销毁软件的所有副本及其全部组件。对于嵌入
到硬件或固件中的软件，您必须立即联系 Tyco 或其代表，按照 Tyco 的规定删除或锁定软
件功能。

e. 后续 EULA。Tyco 向软件中提供任何新组件、版本、升级、其它修改或增加功能时，还可
能使用后续 EULA 来取代此 EULA。同样，如果此 EULA 的条款与任何以前的 EULA 或您与
Tyco 之间有关软件的其它协议相冲突，则以此 EULA 的条款为准。

f.“开放源代码 ”与其他第三方软件的合并。软件的某些部分可能受某些控制使用、复制、修
改、再发行和保证软件这些部分的第三方许可协议的约束，包括广为人知的 “开放源代码 ”
软件。软件的该部分仅受该类其他许可证的条款约束，并且根据开源软件的该许可证不提
供任何担保。使用软件即表明您也同意遵守此类第三方协议的条款。除非适用的第三方许
可证有规定，否则您有权对该软件进行反向工程或接收此软件的源代码，用于和分发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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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的任何程序，前提是同意遵守适用第三方许可证的条款，且您对程序的分发符合该
许可证的条款。如果适用，请与您的 Tyco 代表联系，可免费获取此源代码副本。

g. 商标。此 EULA 未授予您任何与 Tyco 及其子公司或供应商的任何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关
的权利。

h.租赁。您不得转授权、出租、租赁或出借软件。您不得将软件提供给他人使用、在服务器
或网站上发布软件，或通过其他方式传播软件。

i.软件加密锁。硬件 /软件加密锁 (如果适用 )是您行使此处授予您的权利的许可证明，您必
须妥善保管。加密锁丢失或被盗将不予更换。

j.演示和评估副本。软件的演示或评估副本也受此 EULA 的约束，但此处包含的许可证将
在演示或评估期结束时过期。

k.软件注册。软件必须在 Tyco 注册后才能使用。如果您未注册软件，此 EULA 将自动终
止，您将无法使用软件。

l.其他限制。软件在使用时可能要受此软件随附文档指定的其它限制和条件的约束，此处
所指的附加限制和条件已在此 EULA 中列出，是本协议的一部分。

m.升级和更新。在 Tyco 规定的范围内，软件升级和更新仅用于替代许可您使用的原始软
件的全部或部分。软件升级和更新不会增加许可您使用的副本数。如果软件是许可您使
用的作为单个产品的某软件程序包之组件的升级，则软件仅可作为该单个产品包的一部
分进行使用和转让，而不得在一台以上的计算机或系统上单独使用。通过 Tyco 授权网站
或 FTP 站点免费下载的软件升级和更新可用于升级多个系统，前提是许可您在这些系统
上使用原始软件。

n.工具和实用程序。通过 Tyco 授权网站或 FTP 站点 (或类似的 Tyco 授权分发方式 )作为工
具或实用程序分发的软件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复制和安装，前提是不传播或销售软件，
且软件仅用于工具或实用程序的预期用途并与 Tyco 产品一起使用。此 EULA 的所有其它
条款和条件都继续适用。

O. 遵守法律。软件的某些功能可能会要求您遵守本地、国家和国际的法律法规。您全权负
责遵守与您使用这些功能有关的所有适用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与个人数据保护、
隐私权以及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与收集和分享个人数据相关的任何法律，包括第三方视
频和人脸识别，或要求您就您对软件的性能和功能的使用向他人发出通知或征得他人同
意的任何法律。

4.出口限制。您同意不会直接或间接将软件的任何部分或其任何直接产品 (前文统称 “受限
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和苏丹，包括这些国家的任何实体或
个人 ( “Tyco 的立场 ”)。您还同意不会将 “受限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任何不完全遵守所
有适用政府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财政部制定的适用经济制裁和约束，美国商务部、美
国国务院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制定的适用出口控制措施，以及欧盟或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
的政府机构制定的措施 )的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若您违反美国或任何其它政府的任何适
用法律或法规，或者违背 Tyco 的立场，不管是否与任何前述适用法律或法规相冲突，都
将导致自动终止此 EULA。

5.美国政府限制权利。根据联邦采购法规及其补充条例，软件是具有 “限制权利 ”的商业计
算机软件。美国政府的任何使用、复制或披露行为应受 DFARS 255.227-7013 技术数据和计
算机软件权利条款的 (c)(1)(ii)段及以下部分或 252.211-7015，或 FAR 52.227-19 商业计算机
软件限制权利的 (a)到 (d)段中的适用规定或 NASA FAR 补充条款中的类似条款约束。承包
商 /制造商是 Sensormatic Electronics, LLC，其地址为 6 Technology Park Drive, Westford, MA
01886。

6.有限保证。

a. 保证。Tyco 保证，在收到包含软件的介质、硬件加密锁和所附文档之日起的九十 (90)日
内，您可以正常使用该介质，不会出现材料和工艺上的任何缺陷。Tyco 进一步保证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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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期间内，本许可证下的介质上的软件在与指定硬件一起使用时，软件性能将与随附
用户文档中的描述完全相符。前述明示保证将取代所有其它保证或条件，无论是明示、暗
示还是法定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所有权、未侵犯或盗用第三
方知识产权、海关、贸易、平静受益权、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或系统集成的任何暗示或其它
保证。TYCO 不保证软件的任何部分都无错误、没有任何安全漏洞或在使用时不中断。对
于因改变运行软件的设备的操作特征而引起的问题，或因软件与非 TYCO 软件或硬件产
品交互引起的问题，TYCO 概不负责。TYCO 既不承担也不授权任何其他人员代表 TYCO
修改或变更此保证，也不承担与此软件有关的其它保证或责任。如果因滥用或误用导致
出现问题，TYCO 的保证将失效。此有限保证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强制性法律 (不
同州和国家 /地区将各不相同 )，您可能拥有其它权利。

b. 唯一补救措施。根据上文第 6条中列出的保证，Tyco 的全部责任和您的唯一补救措施
是：(i)设法用 Tyco 认为合适的方式纠正软件错误，(ii)免费更换功能相同的介质、软件或文
档，或 (iii)按比例退回一部分已支付的软件许可费用 (按五年期的使用寿命折旧 )，并终止
此 EULA；所有情况下都假设 Tyco 在适用的保证期内收到所有保证问题的书面通知。在原
始保证期的剩余时间内，可保证更换任何物件。但对于由事故、滥用、修改或使用不当而
造成软件或承载软件的硬件故障，将不提供任何补救措施。以上保证服务或帮助由原始
购买地点负责提供。

7.责任范围和伤害赔偿免予计列。

a.责任范围。在任何情况下，TYCO 对由于此 EULA 引起或与其相关的、或由于使用软件引
起的整体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过失责任、严格责任、违约、失实陈述和其它合同或侵权索
赔 )赔偿的金额不应超过 5.00 美元或您为引起此责任的软件支付给 TYCO 或其经销商的
金额，以两者中的较大金额为准。由于有些管辖区域不允许免除或限制上述责任，因此这
些规定可能不适用。b. 其它伤害赔偿免予计列。在任何情况下，TYCO 或其任何经销商或
许可方均不承担如下责任：(I)第三方索赔；(II)任何系统、记录或数据的丢失或损坏，以及
与侵犯个人隐私权相关的责任；或 (III) TYCO 事先已经提醒过可能会发生的间接损失、附
带性损失、特殊损失、结果性损失、惩罚性损失、信赖损失或保险损失 (包括利润损失和原
本可以节约的支出 )。您自行负责确定软件所有输出的安全性、准确性和充分性以及由此
产生的所有可靠性。有些管辖地区不允许免予赔偿附带性或结果性损失，或不允许对暗
示保证期限进行限制，因此上述有些限制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适用。

8.一般如果发现此 EULA 的任何规定不合法、无效或由于任何原因无法实施，那么该规定
将从此 EULA 分割出来，这并不影响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和强制性。您必须妥善保管许可费
证明，包括型号、序列号和付款日期，并在请求此 EULA 保证范围内的服务或帮助时，出
示有关付款凭证。此 EULA 受纽约州法律的管辖，而不管其法律原则的冲突。协议双方不
可撤销地同意服从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个人管辖权，并同意将由于这些条款和
条件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和全部争议交由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处理。双方特别
声明，不使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条款。

9.其他注意事项。

a. 针对实施 MPEG-4视觉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MPEG-4 VISUAL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MPEG-4
视频标准编码视频 ( “MPEG-4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及非商业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MPEG-4视频和 /或由取得 MPEG LA 许可证授权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MPEG-4视频。对于
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更多信息，包括与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
的优惠、内部使用权、商业使用权和许可相关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b. 针对实施 AVC 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AVC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其他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AVC 标准编码视频 ( “AVC
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AVC 视频和 /或由取得相关许可证授权
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AVC 视频。对于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的其他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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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备份副本。您只能因存档目的而备份软件 (嵌入式软件除外 )，该副本只能用于替换当前
具有有效许可证的软件组件。除非此 EULA 中明确说明，否则不得制作软件副本，包括印
刷材料。

3.其它权利和限制。您使用软件时受如下附加限制的约束。违反这些限制中的任意一项均
将导致此 EULA 自动终止，此时 Tyco 将有权采用其它法定的补救措施。

a.对反向工程和衍生作品的限制。您不得对软件进行反向工程、反编译或反汇编，如果尝
试执行任何此类操作，此 EULA 将立即终止；尽管有此限制，但可以且仅可以在适用法律
明确允许或者属于开源软件并有适用开源许可证的情况时执行此类活动。未经 Tyco 高级
管理人员书面允许，您不得对软件的任何部分进行任何更改或修改，也不得创建任何衍
生作品 (此 EULA 中涉及 “开放源代码 ”软件的 3(f)部分除外 )。您不得删除软件中的任何所
有权声明、标记或标签。您应当制定合理的措施确保您的员工和代理遵守此 EULA 的条款
和条件。

b.版权声明。您必须在所有软件副本上保留全部版权声明。

c.转让。根据此 EULA，仅当满足以下规定时您才能转让您的权利：(i)作为永久性销售进行
转让，或转让经许可软件适用的所有设备；(ii)如果您转让所有软件 (包括所有组件、介质
和印刷材料、所有升级程序及此 EULA)；(iii)如果不保留软件任何部分的任何副本；(iv)如
果受让方同意此 EULA 的条款；以及 (v)如果软件是升级版本，则此转让还必须包括软件的
所有以前版本。您同意，如果不符合上述所有条件，则转让行为无效。

d. 终止。在不损害任何其他权利的情况下，如果您违反了此处的条款和条件，Tyco 有权终
止此 EULA。在本协议终止时，您必须立即销毁软件的所有副本及其全部组件。对于嵌入
到硬件或固件中的软件，您必须立即联系 Tyco 或其代表，按照 Tyco 的规定删除或锁定软
件功能。

e. 后续 EULA。Tyco 向软件中提供任何新组件、版本、升级、其它修改或增加功能时，还可
能使用后续 EULA 来取代此 EULA。同样，如果此 EULA 的条款与任何以前的 EULA 或您与
Tyco 之间有关软件的其它协议相冲突，则以此 EULA 的条款为准。

f.“开放源代码 ”与其他第三方软件的合并。软件的某些部分可能受某些控制使用、复制、修
改、再发行和保证软件这些部分的第三方许可协议的约束，包括广为人知的 “开放源代码 ”
软件。软件的该部分仅受该类其他许可证的条款约束，并且根据开源软件的该许可证不提
供任何担保。使用软件即表明您也同意遵守此类第三方协议的条款。除非适用的第三方许
可证有规定，否则您有权对该软件进行反向工程或接收此软件的源代码，用于和分发到您
创建的任何程序，前提是同意遵守适用第三方许可证的条款，且您对程序的分发符合该
许可证的条款。如果适用，请与您的 Tyco 代表联系，可免费获取此源代码副本。

g. 商标。此 EULA 未授予您任何与 Tyco 及其子公司或供应商的任何商标或服务商标相关
的权利。

h.租赁。您不得转授权、出租、租赁或出借软件。您不得将软件提供给他人使用、在服务器
或网站上发布软件，或通过其他方式传播软件。

i.软件加密锁。硬件 /软件加密锁 (如果适用 )是您行使此处授予您的权利的许可证明，您必
须妥善保管。加密锁丢失或被盗将不予更换。

j.演示和评估副本。软件的演示或评估副本也受此 EULA 的约束，但此处包含的许可证将
在演示或评估期结束时过期。

k.软件注册。软件必须在 Tyco 注册后才能使用。如果您未注册软件，此 EULA 将自动终
止，您将无法使用软件。

l.其他限制。软件在使用时可能要受此软件随附文档指定的其它限制和条件的约束，此处
所指的附加限制和条件已在此 EULA 中列出，是本协议的一部分。

m.升级和更新。在 Tyco 规定的范围内，软件升级和更新仅用于替代许可您使用的原始软
件的全部或部分。软件升级和更新不会增加许可您使用的副本数。如果软件是许可您使



Illustra Pro Gen 2系列安装和配置指南

8200-1984-0210 A0 112

用的作为单个产品的某软件程序包之组件的升级，则软件仅可作为该单个产品包的一部
分进行使用和转让，而不得在一台以上的计算机或系统上单独使用。通过 Tyco 授权网站
或 FTP 站点免费下载的软件升级和更新可用于升级多个系统，前提是许可您在这些系统
上使用原始软件。

n.工具和实用程序。通过 Tyco 授权网站或 FTP 站点 (或类似的 Tyco 授权分发方式 )作为工
具或实用程序分发的软件可以不受限制地进行复制和安装，前提是不传播或销售软件，
且软件仅用于工具或实用程序的预期用途并与 Tyco 产品一起使用。此 EULA 的所有其它
条款和条件都继续适用。

4.出口限制。您同意不会直接或间接将软件的任何部分或其任何直接产品 (前文统称 “受限
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伊朗、朝鲜、叙利亚、古巴和苏丹，包括这些国家的任何实体或
个人 ( “Tyco 的立场 ”)。您还同意不会将 “受限组件 ”出口、转口或转让到任何不完全遵守所
有适用政府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美国财政部制定的适用经济制裁和约束，美国商务部、美
国国务院和其它美国政府机构制定的适用出口控制措施，以及欧盟或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
的政府机构制定的措施 )的任何其它国家 /地区。若您违反美国或任何其它政府的任何适
用法律或法规，或者违背 Tyco 的立场，不管是否与任何前述适用法律或法规相冲突，都
将导致自动终止此 EULA。

5.美国政府限制权利。根据联邦采购法规及其补充条例，软件是具有 “限制权利 ”的商业计
算机软件。美国政府的任何使用、复制或披露行为应受 DFARS 255.227-7013 技术数据和计
算机软件权利条款的 (c)(1)(ii)段及以下部分或 252.211-7015，或 FAR 52.227-19 商业计算机
软件限制权利的 (a)到 (d)段中的适用规定或 NASA FAR 补充条款中的类似条款约束。承包
商 /制造商是 Sensormatic Electronics, LLC，其地址为 6 Technology Park Drive, Westford, MA
01886。

6.有限保证。

a. 保证。Tyco 保证，在收到包含软件的介质、硬件加密锁和所附文档之日起的九十 (90)日
内，您可以正常使用该介质，不会出现材料和工艺上的任何缺陷。Tyco 进一步保证在上述
同一期间内，本许可证下的介质上的软件在与指定硬件一起使用时，软件性能将与随附
用户文档中的描述完全相符。前述明示保证将取代所有其它保证或条件，无论是明示、暗
示还是法定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特定用途的适用性、所有权、未侵犯或盗用第三
方知识产权、海关、贸易、平静受益权、信息内容的准确性或系统集成的任何暗示或其它
保证。TYCO 不保证软件的任何部分都无错误、没有任何安全漏洞或在使用时不中断。对
于因改变运行软件的设备的操作特征而引起的问题，或因软件与非 TYCO 软件或硬件产
品交互引起的问题，TYCO 概不负责。TYCO 既不承担也不授权任何其他人员代表 TYCO
修改或变更此保证，也不承担与此软件有关的其它保证或责任。如果因滥用或误用导致
出现问题，TYCO 的保证将失效。此有限保证赋予您特定的法律权利。根据强制性法律 (不
同州和国家 /地区将各不相同 )，您可能拥有其它权利。

b. 唯一补救措施。根据上文第 6条中列出的保证，Tyco 的全部责任和您的唯一补救措施
是：(i)设法用 Tyco 认为合适的方式纠正软件错误，(ii)免费更换功能相同的介质、软件或文
档，或 (iii)按比例退回一部分已支付的软件许可费用 (按五年期的使用寿命折旧 )，并终止
此 EULA；所有情况下都假设 Tyco 在适用的保证期内收到所有保证问题的书面通知。在原
始保证期的剩余时间内，可保证更换任何物件。但对于由事故、滥用、修改或使用不当而
造成软件或承载软件的硬件故障，将不提供任何补救措施。以上保证服务或帮助由原始
购买地点负责提供。

7.责任范围和伤害赔偿免予计列。

a.责任范围。在任何情况下，TYCO 对由于此 EULA 引起或与其相关的、或由于使用软件引
起的整体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过失责任、严格责任、违约、失实陈述和其它合同或侵权索
赔 )赔偿的金额不应超过 5.00 美元或您为引起此责任的软件支付给 TYCO 或其经销商的
金额，以两者中的较大金额为准。由于有些管辖区域不允许免除或限制上述责任，因此这
些规定可能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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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其它伤害赔偿免予计列。在任何情况下，TYCO 或其任何经销商或许可方均不承担如下
责任：(I)第三方索赔；(II)任何系统、记录或数据的丢失或损坏，以及与侵犯个人隐私权相
关的责任；或 (III) TYCO 事先已经提醒过可能会发生的间接损失、附带性损失、特殊损失、
结果性损失、惩罚性损失、信赖损失或保险损失 (包括利润损失和原本可以节约的支出 )。
您自行负责确定软件所有输出的安全性、准确性和充分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可靠性。
有些管辖地区不允许免予赔偿附带性或结果性损失，或不允许对暗示保证期限进行限
制，因此上述有些限制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才适用。

8.一般如果发现此 EULA 的任何规定不合法、无效或由于任何原因无法实施，那么该规定
将从此 EULA 分割出来，这并不影响其余规定的有效性和强制性。您必须妥善保管许可费
证明，包括型号、序列号和付款日期，并在请求此 EULA 保证范围内的服务或帮助时，出
示有关付款凭证。此 EULA 受纽约州法律的管辖，而不管其法律原则的冲突。协议双方不
可撤销地同意服从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个人管辖权，并同意将由于这些条款和
条件引起或与之相关的任何和全部争议交由纽约州的州法院和联邦法院处理。双方特别
声明，不使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条款。

9.其他注意事项。

a. 针对实施 MPEG-4视觉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MPEG-4 VISUAL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MPEG-4
视频标准编码视频 ( “MPEG-4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及非商业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MPEG-4视频和 /或由取得 MPEG LA 许可证授权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MPEG-4视频。对于
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更多信息，包括与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
的优惠、内部使用权、商业使用权和许可相关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b. 针对实施 AVC 规范的软件：本产品的各部分已取得 AVC PATENT PORTFOLIO LICENSE
的许可证授权，用户可用于个人及其他非商业用途，以 (i)根据 AVC 标准编码视频 ( “AVC
视频 ”)和 /或 (ii)解码由从事个人活动的用户编码的 AVC 视频和 /或由取得相关许可证授权
的视频提供商提供的 AVC 视频。对于其他任何用途，不授予或默许任何使用权。有关可从
MPEG LA, LLC. 获得的其他信息，请访问 HTTP://WWW.MPEG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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