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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 本装置的工作电源为以太网供电 IEEE 802.3bt 类型 3等级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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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或者导致镜头
起雾。

• 推荐操作温度：

• 卫星摄像头模块：14˚F 至 104˚F( -10˚C 至 40˚C)。

• 控制单元：14˚F 至 104˚F( -10˚C 至 4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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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 Illustra Insight 人脸识别摄像头安装和配置指南是一份用户手册，将围绕表 1位于第 页 6
中列出的摄像头，提供相关的物理属性、安装和配置信息。

表 1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 型号名称 描述

II-AN00INT01 Illustra Insight Illustra Insight 2MP 摄像头

本指南的第一部分仅包含与上述摄像头相关的信息。

• 有关 Illustra Insight 2MP 摄像头，请参阅 Illustra Insight 智能无摩擦访问摄像头
位于第 页 7。

本指南的第二部分包含与 Illustra User网络用户界面以及上述摄像头网络配置相关的信
息。有关摄像头配置的步骤信息，请参阅配置 位于第 页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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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ustra Insight智能无摩擦访问摄像头

本章将介绍 Illustra Insight 2MP 人脸识别摄像头的产品特征、安装程序和连接信息。

n：产品概述

本章解释 Illustra Insight 人脸识别访问控制摄像头的功能和安装。摄像头的产品代码和说
明请参阅下表。

表 2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的产品代码和描述

产品代码 描述

II-AN00INT01 Illustra Insight 2MP 人脸识别访问控制摄像头

n：安装

n：开箱

核对包装箱中的所有物品，确认符合订购单和装箱单。除了本指南之外，包装箱中还包含
以下物品：

• 1 x Illustra 控制单元

• 1 x 卫星摄像头模块

• 1 x 快速入门指南

• 1 x 梅花钻头

• 1 x 钻孔样板

• 1 x 10m S/FTP CAT6 电缆 (请勿修改电缆 )

• 2 x 电缆夹铁氧体

如果有任何物品缺失，请与您的经销商联系。

n：安装工具

• 1 x 钻床

n：快速参考

• 默认 IP：192.168.1.168( DHCP 已启用 )

• 默认用户名和密码：admin /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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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llustra控制单元部件

表 4 Illustra控制单元部件描述

部件 描述

A 以太网供电 IEEE 802.3bt 网络连接器( 最小 40W)

B OSDP 接口

C Wiegand 接口

D 卫星摄像头连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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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部件

表 6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部件描述

部件 描述

E 壁式安装支架

F 卫星电缆连接位置

G 卫星摄像头模块

H 镜头

n：所需物品未包括在包装箱中 (摄像头 1至服务器 )
• 1 x 单一端口 IEEE 802.3bt 喷射器 (例如，PoE60U-1BT) (最小 40W)。

• 1 x 以太网电缆 CAT5/6，从喷射器输出至 Illustra 控制单元。

• 1 x 以太网电缆 CAT5/6，从喷射器输入至人脸识别服务器以太网端口。

n：所需物品未包括在包装箱中 (其他数量的摄像头至服务器 )
• ‘N’ x单一端口 IEEE 802.3bt 喷射器 (例如，PoE60U-1BT) (最小 40W)。

• 1 x 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

• ‘N’ x 以太网电缆 CAT5/6，从喷射器输出至 Illustra 控制单元。

• ‘N’ x 以太网电缆 CAT5/6，从喷射器输入至网络交换机。

• 1 x 以太网电缆 CAT5/6，从网络交换机至人脸识别服务器以太网端口。

n：网络安全

固件更新确保优化摄像头的安全和运行性能。在使用之前，务必将 Illustra Insight 更新至最
新固件版本。访问 https://illustracameras.com，以访问固件和支持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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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 卫星摄像头安装

重要信息：摄像头模块与控制单元之间的最大距离为 10 米，您必须使用所提供的 CAT6 电
缆确保最佳质量和性能。

步骤 操作

n：1 要将卫星摄像头连接至表面，请将安装模板置于建议高度为 62’’( 5.2 英尺
/1.6m/1575mm)的表面上，对应于模板上标识的孔进行钻孔，用于安装和电缆托
盘。

n：2 将安装支架置于表面上，将安装支架上的孔与表面上的孔对齐，确保支架平整且
螺钉拧入到位。

备注：墙壁中 CAT6 S/FTP 电缆的摄像头端应穿过墙壁上安装的支架并插入卫星摄像头模

块 (F)(图 2)的背面。

n：3 将摄像头置于安装支架上，将其设定在 +/- 20 度所需角度，使用所提供的梅花钻头
拧紧安装支架顶部的安全螺钉，以便将摄像头安全连接和锁定到安装支架。

备注：为了完全符合 EMC/EMI，安装者 /用户需要将所提供的铁氧体夹到卫星摄像头和建

筑物电缆 (在其已穿过 Illustra 控制单元外壳箱中的导管孔之后 )，离 RJ45 连接器防尘盖的

距离大约为 6英寸 (155mm)，以使外壳箱和铁氧体内的回路沿着 PCB 自由伸展。

-结束 -

程序 2 控制单元安装

要设置 Illustra Insight 控制单元，请完成以下步骤：

n：1 紧靠安装表面提起控制单元，并在安装表面上标出四个控制单元 (螺钉 )孔。

n：2 评估安装表面，选择相应的紧固件，如果需要，为四个塑料螺旋锚钻出四个孔。

n：3 将控制单元提升至安装表面，将控制单元上的四个孔与安装表面上的四个孔对
齐。

n：4 将直径至少为 4.2mm 的四颗螺钉插入四个孔，将控制单元牢固连接至安装表面。

备注：为了完全符合 EMC/EMI，安装者 /用户需要将电气接地线连接至控制单元金属盒内

的接地安装螺柱。

程序 3 硬件设置

步骤 操作

n：1 要设置 Illustra Insight 硬件，用所提供的 10m S/FTP CAT6 电缆将卫星摄像头模块通
过其连接器 (F)(图 5)连接至 ICU 上的卫星摄像头连接器 (D)(图 3)。

备注：为了确保正确操作摄像头，不得使用备用 S/FTP CAT6 电缆。

n：2 将 Illustra 控制单元连接至 IEEE 802.3bt 电源 (A)。(最小 40W)。

n：3 可选：连接 Wiegand 接口 (C)(图 3)或 OSDP 接口 (B)(图 3)以进行访问控制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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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控制面板门地图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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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Wiegand 端口描述

图 9 RS485 / OSDP 端口描述

图 10防瞎摆弄类开关描述

程序 4 网络配置

步骤 操作

n：1 要配置 Illustra Insight 摄像头网格，请使用 http://<ipaddress> 访问摄像头网络 GUI

备注：摄像头将自动重新定向用户使用 HTTPS 通信。

n：2 从 “视图 ”选区，选择 “设置 ”。

n：3 从 “设置 ”菜单选择 “网络 ”，按要求配置网络参数。

n：4 单击 “应用 ”以应用新网络设置。

备注：然后，摄像头重启。

n：流化现场视频

Illustra Insight 摄像头支持对 H.264 编码的现场视频进行 RTSP 流化。为了使用此功能，可
使用视频流化客户端。要访问现场视频，请使用以下 URL：rtsp://<ipaddress>/live_vid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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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ipaddress> 是 Illustra Insight 摄像头的 IP 地址。

程序 5 捕获原始快照

原始快照下载按钮可供您以 RAW 格式将 FoV 的快照保存到文件中。在配置摄像头设置之
后，即可以 UYVY 格式捕获原始快照。

步骤 操作

n：1 使用 http://<ipaddress> 访问摄像头网络 GUI

n：2 从 “视图 ”选区，选择 “设置 ”。

n：3 从 “设置 ”菜单选择 “系统 ”，然后选择 “原始快照 ”。

n：4 单击 “下载 ”按钮以捕获快照。快照大约在 3秒后自动下载。

-结束 -

n：访问控制系统接口

方案 1：Wiegand

控制单元实施标准 Wiegand 接口以连接至访问控制系统。默认情况下，将摄像头配置为输
出 MIFARE 32 位兼容信号，以通过 Wiegand 传达卡号。

程序 6 配置 Wiegand接口

步骤 操作

n：1 将标准 Wiegand 接口电缆连接至 Wiegand 接口 (C)

备注：硬件和固件使用 D0/D1 和 RED、YELLOW、GREEN 信号。

备注：访问控制系统的每个 Wiegand 数据信号 ( D0 和 D1) (共两个 )均需要一个 5V“上拉电

阻器 ”才能使用 Insight 摄像头。该电阻器的电阻范围应为 470 ohm 至 6000 ohm。

n：2 使用 http://<ipaddress> 访问摄像头网络 GUI

n：3 从 “视图 ”选区，选择 “设置 ”。

n：4 从 “设置 ”菜单选择 “无摩擦访问 ”，然后选择 “测试 ”。

n：5 输入示例卡号作为十进制整数 (例如，65005)。

n：6 单击 “发送 ”按钮，以通过 Wiegand 发送卡 ID。

-结束 -

如用正在发送的卡号配置目标访问控制系统，则摄像头上的 LED 环将反映通过 Wiegand
RED 和 GREEN 状态线路所指示的访问授予 /访问拒绝状态。

方案 2：OSDP

备注：需要固件升级才能支持 OSDP 通信

RS-485 连接器 /OSDP 接口 (B)用于 OSDP 通信。遵循上一页上的相同步骤进行 OSDP 接口
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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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许可

请参见 www.illustracameras.com/insight 了解更多信息。

n：摄像头固件

可以使用 Illustra 提供的固件升级摄像头。

升级固件时，将维护所有现有的摄像头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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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7 升级摄像头固件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 “维护 ”。

n：3 选择 “浏览 ”。

n：4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5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 “维护 ”。

n：6 选择 “浏览 ”。

n：7 此时会显示 “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对话框。

n：8 导航至保存固件文件的位置。

n：9 选择固件文件，然后选择 “打开 ”按钮。

n：10 选择 “上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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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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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助于 Insight 摄像头，其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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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批量配置网络、图像设置、合作伙伴 ID 和配置上传。

n：其他资源

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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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电子邮件 编号

北美 /南美地区 video-support@jci.com 1-800-507-6268 / 1-800-392-2873

EMEA video-support@jci.com +800-2255-8926 / +31-475-352-722

APAC video-support@jci.com +800-2255-8926 / +31-475-352-722

许可

地区 电子邮件 编号

北美 /南美地区 licenses@tycoint.com 1-978-577-4000

EMEA video-support@jci.com +31 475-352-722

APAC video-support@jci.com +31 475-352-722

全球 SSA 销售：tspssa@tycoi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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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拓扑

Illustra In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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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拓扑

图 11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网络拓扑类型 I

图 12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网络拓扑类型 II

备注：请检查您的服务器规格，了解摄像头连接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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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拓扑

Illustra Insight 摄像头控制单元通过网络连接实时提供视频图像和音频。它配有以太网 RJ-
45 网络接口。

图 13 Illustra Insight摄像头与访问控制系统相集成。

Illustra Insight 与 Tyco AI 和访问控制解决方案相集成，提供智能化无摩擦访问体验。

Tyco AI 是脑部引擎，无需监督和访问即可提升安全生态系统。专有协议用于确保 Insight
摄像头与 Insight 控制单元之间的安全通信。

Illustra Insight 经设计与 Johnson Controls 门禁品牌、CEM Systems、Software House 和
Kantech 无缝集成。其也可对不明身份人士进行访问控制，可通过传统和现代化布线协议
与拥有板载 Wiegand 或 OSDP 的任何访问系统面板进行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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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连接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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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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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网络连接图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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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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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8 连接计算机

步骤 操作

n：1 确保摄像头和您的计算机在同一个子网中。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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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打开命令提示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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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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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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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9 启用 DHCP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基本配置菜单中选择 TCP/IP选项卡。

n：3 选中启用 DHCP复选框以启用 DHCP 并禁用手动设置。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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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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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 10 禁用 DHCP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基本配置菜单中选择 TCP/IP选项卡。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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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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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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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on page 1，进一步了解使用 Illustra Connect 工具配置摄像头的信息。

程序 11 使用 Illustra Connect连接摄像头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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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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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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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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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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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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2 使用静态 IP 地址连接摄像头

步骤 操作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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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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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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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 13 登录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步骤 操作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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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在用户名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默认用户名是 admin。

n：3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默认密码是 admin。

n：4 选择登录。

备注：当您首次访问摄像头时或在工厂重置后，将可见以下弹出窗口：需要用户定义主机

ID的弹出窗口。请参阅发行说明，了解有关此方面的更多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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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更改默认凭证。必须更改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要求：

• 至少八个字符。

• 必须至少有以下每组字符中的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小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数字字符 - 0123456789

• 特殊字符 - @%+\/‘ ! #$^?:,( ){ }[ ]~-_`

n：6 此时可见实时视图页面。这会显示摄像头的当前视图。

-结束 -

程序 14 为壁装摄像头启用正确的视频方向

步骤 操作

n：1 登录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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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3 从基本配置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n：4 选择所需的方向设置：

• 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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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转

n：5 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结束 -



23 8200-1923-0210 D0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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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访问 Illustra Insight系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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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15 登录摄像头

步骤 操作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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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n：2 选择摄像头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n：3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首选语言。默认语言是 “英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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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点击登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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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提示您定义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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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6 更改默认凭证。必须更改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要求：

• 至少八个字符。

• 必须至少有以下每组字符中的一个字符：

• 大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小写字母 -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 数字字符 - 0123456789

• 特殊字符 - @%+\/‘ ! #$^?:,( ){ }[ ]~-_`

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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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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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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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16 更改摄像头网络用户界面语言

步骤 操作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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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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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印地语

默认语言是 “英语 ”。

n：3 输入用户名。

n：4 输入密码。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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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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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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位于第 页 25。
图 15实时菜单页面

n：显示实时视图页面

显示摄像头实时视图页面。

程序 17 显示实时视图页面

步骤 操作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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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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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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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endix A: User Account
Access on page 1，了解每种角色适用功能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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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18 从实时视图访问设置菜单

步骤 操作

n：1 在实时菜单中，单击设置选项卡。

备注：管理员用户首次登录时，将会显示实时菜单页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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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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视频菜单

当您选择视频菜单时，画面设置页面将显示，如图 16 位于第 页 27 所示。

图 16视频菜单

通过视频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画面设置

• IR 控件

n：画面设置

n：画面基本设置

调整画面；传感器、旋转、画面调整与曝光。

n：传感器

选择传感器模式以显示和配置相应画面设置。

程序 19 选择传感器设置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n：3 从下拉菜单选择传感器：

• RGB
•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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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n：画面旋转

配置方向和走廊模式设置。这两种设置均为可选设置。

程序 20 配置画面方向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n：3 选择所需的方向设置：

• 镜像

• 翻转

默认不选择镜像和翻转设置。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备注：当壁装 Illustra Insight 摄像头时，您应选择 “翻转 ”来纠正镜头方向。

-结束 -

n：画面调节

调整视频窗格中显示的图像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伽玛和降噪。

程序 21 调整画面设置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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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4 使用滑块调节：

• 亮度

• 对比度

• 饱和度

• 清晰度

• 伽玛

• 降噪

值范围为 1% 到 100%。此时将更新视频窗格以显示新设置。

-结束 -

n：曝光

可将曝光设置为 50Hz 或 60Hz 或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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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2 配置曝光设置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画面基本设置选项卡。

n：3 选择 以启动未处于活动状态的视频流。

n：4 勾选自动、50Hz或 60Hz所对应的频率单选按钮。
默认设置为 60Hz。

n：5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最长曝光时间 (秒 )。
n：6 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最短曝光时间 (秒 )。

-结束 -

n：IR 控件

可启用 IR 控件并调整其亮度。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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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23 启用 /禁用 IR 控件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选择 IR 控件选项卡。

n：3 勾选已启用复选框以启用 IR 控件。

或

取消勾选已启用复选框以禁用 IR 控件。默认设置为 “禁用 ”。

-结束 -

程序 24 调整 IR 控件亮度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选择 IR 控件选项卡。

n：3 使用滑块调整亮度。

值范围为 1% 到 100%。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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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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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个矩形隐私地带。

n：定义隐私地带

在摄像头上创建隐私地带。

程序 25 定义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隐私地带。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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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对于 PTZ 摄像头，导航至摄像头视野中心，以创建一个隐私地带。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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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PTZ 摄像头，您必须在摄像头视野中心点击并进行拖拽。

备注：对于 PTZ 摄像头，建议您画一个比要求大的隐私地带，以帮助确保

在 PTZ 操作期间有更好的覆盖。这可补偿在平移、倾斜和缩放期间的隐私

地带失真和复位。

n：5 释放鼠标键。

选定隐私区将变为黄色。

n：6 选择添加以保存当前隐私地带。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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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新建一个隐私地带后将自动启用。

-结束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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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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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26 启用 /禁用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隐私地带。

此时会显示隐私地带选项卡。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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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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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删除隐私地带

从摄像头上删除隐私地带。

程序 27 删除隐私地带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视频菜单中选择隐私地带。

此时会显示 “隐私地带 ”选项卡。

n：3 选中相应删除复选框以标记要删除的隐私地带。

n：4 选择删除以删除选定隐私地带。

n：5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删除。

n：6 选择确定以确认删除。

或

选择取消。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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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无摩擦访问

当您选择无摩擦访问菜单时，人脸识别页面将显示，如 图 17 位于第 页 32 中所示。

图 17无摩擦访问

通过无摩擦访问菜单，可访问以下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人脸识别

• 访问控制

• 二维码

n：无摩擦访问

n：人脸识别

您可查看并编辑 TycoAI Facial 服务器 IP 地址、4001 端口、REST API 设置和人脸检测设
置。

n：服务器设置

您可查看并编辑 TycoAI Facial 服务器 IP 地址和 4001 端口。

程序 28 查看或编辑 TycoAI Facial服务器设置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服务器 IP 地址和端口数量现可见。

n：2 选择 IP 地址文本框以输入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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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选择端口文本框以输入端口号。

-结束 -

n：REST API设置

REST API 是用户在 TycoAI 服务器初始配置期间本已配置的凭证。需要这些凭证才能实现
TycoAI 与摄像头之间的事件通信。

程序 29 配置 REST API设置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选择 REST API 用户名文本框以输入用户名。

n：3 选择 REST API 密码文本框以输入密码。

密码要求：

• 任何字母数字值。

• 特殊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_ { }

n：4 依次选择应用按钮和确定以保存设置。

-结束 -

n：人脸检测设置

您可查看并编辑服务器设置和 REST API 设置。也可选择人脸检测设置活跃时间。

程序 30 配置人脸检测设置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选择活跃时间下拉菜单以选择一个值。

备注：对于活跃人士，活跃时间是平滑时间。确定一个人身份之后，该时间

就是再次寻找该人士之前的秒数。

值范围为 3至 10 秒。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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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访问控制

您可启用或禁用访问控制并选择 Wiegand 或 OSDP 接口。

程序 31 启用 /禁用访问控制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从无摩擦访问菜单选择访问控制选项卡。

n：3 选择已启用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访问控制。

备注：在禁用访问控制时，无法配置 Wiegand 和 OSDP 设置。

-结束 -

程序 32 将访问控制接口设置为 Wiegand或 OSDP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从无摩擦访问菜单选择访问控制选项卡。

n：3 选择已启用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访问控制。

n：4 从接口下拉菜单选择一个选项。

• Wiegand
• OSDP

-结束 -

程序 33 配置 Wiegand访问控制设置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从无摩擦访问菜单选择访问控制选项卡，然后选择 Wiegand选项卡以查看
Wiegand 选项。

n：3 选择卡号长度下拉菜单并选择一个选项。

n：4 选择输出基极转换器下拉菜单并选择一个选项。将此设置为十六进制或十进制，
以使摄像头考虑接受卡 ID 的格式。

n：5 选择反转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二进制位流的回放 (如果访问控制系统需要它 )。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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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34 配置 OSDP 设置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从无摩擦访问菜单选择访问控制选项卡，然后选择 OSDP选项卡以查看 OSDP 选
项。

n：3 选择地址 [2个十六进制位 ]下拉菜单并选择一个选项。

n：4 选择模式下拉菜单并选择一个选项。

n：5 选择安全密钥 [32个十六进制位 ]并输入安全密钥。

-结束 -

n：二维码

从现场视频图像实时提取二维码。可将二维码用于访客识别和自动注册。

程序 35 启用 /禁用二维码

步骤 操作

n：1 在网络用户界面横幅上选择无摩擦访问。人脸识别选项现可见。

n：2 从无摩擦访问菜单选择二维码选项卡。

n：3 选择已启用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二维码。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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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安全

当您选择安全菜单时，会话超时页面将出现，如图 18 位于第 页 36 所示。

图 18安全菜单

通过 “事件 ”菜单可以访问下列摄像头设置和功能：

• 会话超时

• 用户

• 远程访问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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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36 设置会话超时时间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会话超时。此时会显示 “会话超时 ”选项卡。

n：3 使用滑块选择会话超时 (分钟 )。默认设置是 15 分钟。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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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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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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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次登录摄像头时，必须更改默认密码。参见以下密码要求：

• 最少 8个字符

• 最多 64 个字符

• 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三种字符：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和标点。在选择密码
时不允许使用以下字符：字母 /字符之间的空格、|、<、>、;、逗号、*、&、"

• 用户名不得形成密码的子字符串。

例如，不允许使用 “example”和 “example123”用户名和密码组合。

• 会将密码与已知常用密码简短列表进行对比，在输入时拒绝使用这些密码。

例如：'Password1'，虽然符合以前要求，但仍拒绝使用。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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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37 查看用户帐户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用户。

将显示分配至摄像头的当前用户帐户。

-结束 -

n：添加用户

添加一个新用户帐户，以允许其访问摄像头。

程序 38 添加用户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用户。

n：3 选择添加用户选项卡。

n：4 在名称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名。

用户名必须包含 5-32 个字符。

n：5 在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密码。

n：6 在确认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相同密码。

n：7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新用户帐户现出现在用户选项卡上的用户列表中。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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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更改用户帐户密码

更改现有用户帐户的密码。

程序 39 更改用户密码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用户。

n：3 选择更改密码选项卡。

n：4 从名称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帐户。

n：5 在当前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帐户的当前密码。

n：6 在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用户帐户的新密码。

首次登录摄像头时，必须更改默认密码。参见以下密码要求：

• 最少 8个字符

• 最多 64 个字符

• 必须至少包含以下三种字符：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数字和标
点。在选择密码时不允许使用以下字符：字母 /字符之间的空
格、|、<、>、;、逗号、*、&、"

• 用户名不得形成密码的子字符串。

例如，不允许使用 “example”和 “example123”用户名和密码组合。

• 会将密码与已知常用密码简短列表进行对比，在输入时拒绝使
用这些密码。

例如：'Password1'，虽然符合以前要求，但仍拒绝使用。

n：7 在确认新密码文本框中输入同一新密码。

n：8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n：删除用户帐户

从摄像头上删除用户帐户。

备注：默认 “admin”帐户无法删除。

程序 40 删除用户帐户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用户。

此时会显示 “用户 ”选项卡。

n：3 选择 以删除相应用户帐户。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删除。

n：4 选择确定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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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选择取消。

-结束 -

n：远程访问

在本节中，您可启可或禁用 SSH。

程序 41 启用或禁用 SSH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安全菜单中选择远程访问。

n：3 选择已启用复选框以启用或禁用 SSH。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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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网络菜单

当您选择网络菜单时，TCP/IP页面将显示，如图 19 位于第 页 40 所示。

图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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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CP/IP
在摄像头上配置 IPv4 和 IPv6 设置。

n：IPv4

配置摄像头的 IPv4 设置。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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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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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2 配置 IPv4设置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网络菜单中选择 TCP/IP。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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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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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选择应用以保存设置。

-结束 -

n：IPv6

在摄像头上启用 IPv6。

程序 43 启用 /禁用 IPv6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网络菜单中选择 TCP/IP。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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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8200-1923-0210 D0

n：系统

当您打开系统菜单时，维护页面将出现，如图 20 位于第 页 42 所示。

图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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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始快照

• 日志

• 测试

• 关于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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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
应用 JCI 合作伙伴 ID。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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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如需要，网络设置可被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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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 44 重置摄像头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维护。

n：3 勾选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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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勾选保留 IP 地址复选框以还原默认的网络设置。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n：4 勾选保留语音设置复选框，以保留音频设置，包括音频许可证和语音包。

或

取消勾选保留语音设置复选框，以恢复默认音频设置，包括音频许可证和语音
包。

默认设置为 “启用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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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6 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结束 -

n：重启

可对摄像头执行物理重置。

程序 45 重启摄像头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维护。

n：3 选择重启。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重启摄像头。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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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5 此时将显示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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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n：摄像头固件升级

可以使用 Illustra 提供的固件升级摄像头。

备注：升级固件时，将维护所有现有的摄像头设置。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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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46 升级摄像头固件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维护。

n：3 选择浏览。

此时会显示 “选择要上传的文件 ”对话框。

n：4 导航至保存固件文件的位置。

n：5 选择固件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按钮。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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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程序 47 应用 JCI合作伙伴 ID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维护，然后选择 JCI 合作伙伴 ID。
n：3 选择应用按钮以应用合作伙伴 ID。

-结束 -

n：日期 /时间

在摄像头上设置日期和时间。

备注：首次开箱即用通电时，摄像头与用于访问 GUI 的 PC 上的日期和时间同步。

程序 48 配置日期和时间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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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3 选中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24 小时时钟。

或

取消勾选 24小时制复选框以启用 12 小时时钟。

默认设置为 “24 小时制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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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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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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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7 如果在第 5步中选择 “手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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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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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 -

n：音频

您可以在此选项卡中配置音频输出、上传音频和存储的音频剪辑，以及配置音频视频同
步。音频包单独出售，必须在配置音频之前购买。

程序 49 配置音频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音频。

n：3 勾选输入音频复选框以启用音频输入设置。

或

取消勾选启用音频复选框以禁用音频输入设置。

默认设置为 “禁用 ”。

n：4 使用滑块选择音量。

值范围为 1到 100。

默认设置为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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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程序 50 配置语音许可证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音频，然后选择音频许可证选项卡。

n：3 从语音下拉菜单选择想要使用的语音。

-结束 -

程序 51 上传语音包

不同的语音包可用于装置。这些语音包按地理区域进行分组，以提供最优设置。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音频，然后选择音频许可证选项卡。

n：3 在 “上传语音包 ”标题下方，选择浏览。

此时会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n：4 导航至保存音频文件的位置。

选择音频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按钮。

n：5 选择上传。

n：6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上传该音频文件。

选择确定以确认上传。

或

选择取消。

-结束 -

程序 52 上传语音许可证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音频，然后选择音频许可证选项卡。

n：3 在 “上传语音许可证 ”标题下方，选择浏览。

此时会显示选择文件对话框。

n：4 导航至保存音频文件的位置。

选择音频文件，然后选择打开按钮。

n：5 选择上传。

n：6 系统将提示您确认是否要上传该音频文件。

选择确定以确认上传。

或

选择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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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 -

n：原始快照

程序 53 上传语音许可证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原始快照。

n：3 单击 “下载 ”按钮以捕获快照。

快照已自动下载。

-结束 -

n：日志

提供系统信息和摄像头创建的启动日志信息。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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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54 下载系统日志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日志。

n：3 选择系统日志下载按钮以查看日志。

n：4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n：应用程序日志

应用程序日志为我们的支持团队调查可能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

程序 55 下载应用程序日志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日志。

n：3 选择应用程序日志下载按钮以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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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4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n：监督员日志

监督员日志提供 supervisorctl 下方所运行的进程的重要信息。

程序 56 下载监督员日志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中选择日志。

n：3 选择监督员日志下载按钮以查看日志。

n：4 选择刷新刷新日志，以获取最新信息。

-结束 -

n：测试

程序 57 测试 LED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测试以查看 “测试 ”选项卡。

n：3 选择测试按钮以测试 LED。

备注：摄像头运行光序列以验证 LED 工作正常。

-结束 -

程序 58 测试音频

步骤 操作

n：1 选择 “网络用户界面 ”横幅上的设置以显示设置菜单。

n：2 从系统菜单选择测试以查看 “测试 ”选项卡。

n：3 选择音频按钮以测试音频。

备注：摄像头播放测试音频文件以确认音频工作正常。

-结束 -

n：关于

关于菜单提供以下摄像头信息：

• MAC 地址

• 固件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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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使用媒体播放器查看 RTSP 流

备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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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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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来自摄像头的现场视频。

n：1 选择媒体，然后选择打开网络媒体。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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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 1：rtsp://IP_Address/live_video

例如：rtsp://192.168.1.168:554/live_video

n：3 选择播放。实时视频流将显示。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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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摄像头默认设置

下表详细地列出了网络用户界面的默认设置。

表 21摄像头默认设置

选项卡 项目 默认

画面基本设置

方向 关

亮度 50%

对比度 50%

饱和度 50%

清晰度 50%

伽玛 50%

降噪 50%

曝光 60Hz

IR 控件

已启用 关

亮度 100%

人脸识别

IP 地址 -

端口 -

REST API 用户名 -

REST API 密码 -

访问控制

已启用 已选择

接口 Wiegand

卡号长度

输出基极转换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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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项目 默认

反向

二维码

已启用 已选择

会话超时

会话超时( 分钟) 15

用户

添加用户

名称 未指定

角色 admin

密码 未指定

确认密码 未指定

更改密码

名称 admin

当前密码 未指定

新密码 未指定

确认新密码 未指定

TCP/IP

启用 DHCP 开

IPv4 地址 192.168.1.168

网络掩码 255.255.255.0

网关 未指定

主 DNS 未指定

维护

保留 IP 地址

重启 未指定

选择固件文件图像 未指定

日期和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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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项目 默认

摄像头时间 不适用

24 小时制 已选择

日期显示格式 YYYY/MM/DD

时区
GMT-05:00)东部时间

( 美国和加拿大)

设定时间 通过 NTP

NTP 服务器名称 未指定

音频

启用音频 已禁用( 需要许可证)

音量 50%

音频许可证

语音 -

上传语音包 未指定

上传语音许可 未指定

链接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校验 无

波特 9600

OSDP

OSDP 地址 0

安全密钥启用 已选择

安全密钥

原始快照

下载 不适用

日志

系统日志 不适用

应用程序日志 不适用

测试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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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卡 项目 默认

音频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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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技术规格

下表列出了 Illustra Insight 2MP 摄像头的技术规格。

一般特征

模型类型 Illustra Insight 智能无摩擦访问摄像头

型号 II-AN00INT01

外壳颜色
卫星摄像头模块：黑色
控制单元：米黄色

电源
以太网供电：IEEE 802.bt 类型 3 等级 5( 最大抽运功率：40W)

以太网供电：42.5-57.0 Vdc，Imax = 950mA

物理特征

尺寸 (H x W x D) 卫星摄像头模块：4.1 x 4.1 x 2.2 in (104 x 104 x 56mm)
控制单元：10.2 x 7.3 x 4.3 in (260 x 187 x 109mm)

工作温度
卫星摄像头模块：- 4°F 至 104°F( - 20°C 至 40°C)
控制单元：- 25°F 至 104°F( - 31.8°C 至 40°C)

重量
卫星摄像头模块：0.37kg
控制单元：2.2kg

湿度 0 至 90%，无冷凝

Plenum Rated - 控制单元 是

IP 等级
卫星摄像头模块：IP40
控制单元：IP40

配置管理

Web 浏览器 IE9 以及更高版本、Firefox、Safari、Chrome

安全 安全启动；TLS 1.2( 至少 256 位密码) ；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

监管

安全 EN62368-1

辐射 FCC CFR 47 第 15 部分等级 A；EN55032 等级 A；ICES-003

Fire Plenum Rated UL-2043；CAN / ULC S142

抗扰性 EN50130-4；EN 61000-3-2；EN 61000-3-3

环境 RoHS，WEEE

网络

以太网接口 10/100/1000Mbps (Base T)，RJ45，自动协商

支持的协议
TCP/IP。IPV4、TCP、UDP、HTTP、DHCP、DNS、DDNS、RTP、TLS、
RTSP、ICMP、Unicast、NTP、WS-Security、CIDS、FTSP、UPnP、SIP

卫星摄像头连接 Cat6 屏蔽接插电缆，最大距离 10 米，dd 专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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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接口 1 Wiegand (D0, D1, LED Rd, Yel, Gn) 电缆类型 - Belden 6543PA 或等规格电
缆

访问控制接口 2 OSDP V2( RS485 半双工) 电缆类型 - Belden 82723 或等规格电缆

可运行

视频压缩 H.264 & MJPEG

最大帧速率 2MP @ 20fps

分辨率与宽高比 1920x1080 (1080p) 16:9 立体声或 3840x1080

视频流 单一或双重串联

成像器 渐进式扫描，CMOS，1/3.2'' 13MP (4:3)

图像方向设置 无、镜像、翻转、翻转与镜像

透镜类型 固定、固定光圈 /孔径 2.8mm

调焦 固定式

最小照度

透镜孔径
F2.8

视野 (HxV) 85°/63°

快门速度 1/4 - 1/10,000

IR 照度 是

IR 距离 2 米

红外滤光处波长 850nm

动态范围 69dB

日 /夜 仅双重串联

隐私地带 3

符合 ONVIF 否

视频智能分析 否

运动检测区 否

人脸检测 否

人脸识别 通过 Tyco AI 或云服务

Turnstyle 模式 是

模拟输入 /输出 否

模拟视频输出 否

音频 双向全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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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用户 3

受支持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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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体中

文、简体中文、俄语、印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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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与合规

CE 标志

American Dynamics 特此声明，如果根据说明使用本设备，则其符合 RTTE 指令 1999/5/EC
的基本要求和其他相关规定。用于欧盟的所有国家 /地区。

有一份面向 Illustra Insight 读者的符合性声明。可从 Illustra 获取该声明的副本。

地址：

Illustra,

6600 Congress Avenue

Boca Raton, FL 33487 U.S.A.

如果未经我们同意改装产品，则本声明将失效。

FCC 数字装置限制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

根据 FCC 规则第 15 部分已对本设备执行测试，确认其符合数字装置的限制。设立这些限
制的宗旨，是为了针对在商业环境中操作本设备时的有害干扰，提供合理的保护措施。本
设备会产生、使用以及可以发射无线电射频能量，如果不按照说明手册中的指示安装和
使用，将可能会对无线电通信造成有害干扰。在住宅区操作本设备将可能造成有害干扰，
如果发生此类问题，用户必须自费修正这些干扰。

操作时必须符合下列两个条件：(1)本设备不可导致有害干扰，以及 (2)本设备必须能接受收
到的任何干扰，包括可能会导致设备非预期操作的干扰。

为了保持符合 FCC 法规，必须将屏蔽式电缆用于本设备。与未经批准的设备或非屏蔽式
电缆组合使用可能导致无线电和电视接收干扰。

备注：如未经过制造商的明确批准就作出改动或改装，则可能导致取消该用户操作本设备

的权限，并可能产生危险状况。

加拿大无线电辐射要求

该 A 等级数字设备符合加拿大 ICES-003。

Cet appareil nume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UL 标准合规性

已根据 UL-2043 和 CAN/ULC-S142 的要求对 Insight 读取器进行测试，测试结果表明，Insight
适用于安装在符合这些要求的空气处理空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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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 EN 62338-1

辐射

FCC CFR 47 第 15 部分 A 等级

ICES-003

EN 55032 等级 A

抗扰性

EN 50130-4

EN 61000-3-2

EN 61000-3-3

Fire Plenum Rating
UL-2043

CAN/ULC S142

外壳 IP4x

环境
RoHS

WE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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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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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您遵守当地、国家和国际法律和法规。您独自负责
遵守与使用这些功能相关的所有适用法律和法规，包括但不限于有关个人数据保护、隐
私和安全的法律和法规、与个人数据 (包括与第三方的视频和人脸识别)收集和共享有关
的任何法律、或要求通知与使用软件功能相关的个人或其同意的任何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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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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责任排除或限制且在该
范围之内，这些规定可能不适用于您。其他损害排他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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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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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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