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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注意事项: 

欢迎您使用本公司网络数字录像机(IVR)产品，为保障你安全稳定的使用，请务必仔细阅读本使

用手册，下面是关于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预防危险、防止财产受到损失等内容，使用时请务必

遵守。  

1.安装环境： 

 请在 0℃-50℃的温度环境下放置和使用本产品； 

 设备安装与使用时应水平放置，尽量避免倾斜或倒置； 

 避免放置或安装在高温、潮湿、有灰尘或煤烟的场所。 

 设备不应遭受水滴或水溅，设备上不应放置诸如花瓶一类的装满液体的物品，勿将其他设备放

置于本产品上面。 

 为保证设备的正常散热，在设备中设计装有散热风扇，应尽量将设备安装在通风良好的环境； 

 录像机安装时，其后部应距离其它设备或墙壁 6CM 以上，便于散热； 

 在多雷地区使用时，请安装避雷装置，以避免雷击引起的主机故障或硬件烧坏。 

2.注意事项： 

 不要用湿手或潮湿的物品接触电源开关与网络数字录像机，以免触电； 

 安装完主机一定确保主机以及机箱接地，以避免视频、音频信号受到干扰，以及避免网络数字

录像机被静电损坏； 

 请确保网络数字录像机供电电源电压的稳定，尽量使用电压值稳定，波纹干扰较小的电源输入，

不要采用直接断开总开关的方式关闭网络数字录像机； 

 勿将液体或金属溅落在录像机上，以免造成机器内部短路或失火； 

 设备不包括硬盘 ，在使用前需正确安装硬盘，否则将不能进行录放像操作； 

 主板上的灰尘在受潮后会引起短路，为了使网络数字录像机能长期正常工作，应该定期用刷子

对主板、接插件、机箱及机箱风扇等进行除尘； 

 网络数字录像机关机时，不要直接关闭电源开关，应使用面板上的关机按钮，使网络数字录像

机自动关掉电源，以免损坏硬盘； 

 主机系统支持硬盘的格式化功能，如果硬盘已经使用过，请注意是否为 FAT32 格式的，本嵌

入式网络数字录像机只支持 FAT32 格式，否则将有出错的隐患，； 

 请勿带电打开机器； 

 为保证录像数据的完整性，发现坏硬盘请及时进行更换（日志中有关于磁盘错误的记录）。 

3.说明：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产品实时更新，如有升级恕不另行通知。 

 最新程序及补充说明文档敬请与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  

 产品说明中有疑问或争议的，以本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本说明书供多个系列的产品做操作参考，每个产品的具体操作不一一例举，遇到疑难问题请与

本公司技术支持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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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参数： 

 

 第一章 产品介绍 

1.1 产品概述 

本产品是专为视频监控领域设计的一款的视频编码与记录产品，结合了 H.264

的视频压缩、大容量硬盘存储、TCP/IP网络、嵌入式 linux操作系统及其他多种先

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实现了高画质、低码率的录像特性和良好的系统稳定性。 

本产品设备符合国家颁布的 GB 20815-2006《视频安防监控数字录像设备》标

准. 本产品具有多种功能，可同时录像、回放、监视，实现音视频的同步，具有先

进的控制技术和强大的网络数据传输能力。 

1.2 产品主要功能 

以下功能特性因系列产品及其软硬件版本的不同，功能有所区别。 

 实时监视 

 压缩处理功能 

 录像功能 

 录像回放与备份 

 摄像机控制 

 报警管理与控制 

 通讯接口 

 网络功能 

第二章 安装指南 

2.1 开箱检查 

当你收到本产品时，请根据包装箱内的《网络数字录像机装箱清单》进行清点。 

2.2 硬盘安装 

安装准备： 

需准备十字螺丝刀一把。本系列网络数字录像机可在机箱内安装 1~9块硬盘，

硬盘容量无限制。 

硬盘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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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硬盘安装步骤： 

 

1、拧开机箱侧面的螺丝，打开机箱盖板。           2、连接硬盘数据线与电线。 

                

 

3、用螺丝将硬盘固定在底板的硬盘螺丝孔位上。     4、盖好机箱盖板，将盖板用螺丝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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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本地操作指南 

3.1 开机与关机操作 

3.1.1 开机 

插上电源线，按下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亮，录像机开机。开机完成后视频输

出默认为多画面输出模式，若开机启动时间在录像设定时间内，系统将自动启动定

时录像功能。 

注意：请使用与网络数字录像机配套提供的电源，不得使用其他类型或品牌的电源

代替原配电源。 

3.1.2 关机 

 关机时，长按前面板的开关键即可关闭设备（需以具有关机权限的用户登录） 

 进入【主菜单】→【关机】中选择【是】。（提示：关机时建议使用此方式，以

避免意外断电时对设备造成的损害）。 

注意:更换硬盘操作时应先关闭设备后断开电源再进行操作。 

3.1.3 断电恢复 

当录像机处于录像工作状态下，若系统电源被切断或被强行关机，重新接通电

源后，录像机将自动保存断电前的录像，且自动恢复到断电前的工作状态继续工作。 

3.2 登录系统 

正常开机后，单击【开始】图标下拉列表中的“登录”按钮会弹出用户登录界

面，用户在输入框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陆系统（默认用户名：admin

密码：123456）。 

3.3 菜单操作 

      用户成功登陆后，按照界面上侧的工具栏，进行相关设置： 

 

3.3.1 开始设置 

单击工具栏上 图标，出现界面如右图：  

 注销：点击“注销”按钮，可登出当前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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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机向导：点击“开机向导”按钮，可以弹出开机向导设置界面，简单进

行语音、显示器分辨率和网络参数的基本配置，以及手机 app访问的二维

码显示； 

 重启：点击“重启”按钮，设备自动重启； 

 关机：点击“关机”按钮，设备自动关机. 

3.3.2 如何将 IVR 连接上 IPC 

在对 IVR进行配置前，首先需知道如何将 IVR的通道都接出 IPC的画面。 

本产品支持多版本 ONVIF协议，兼容市场主流 IPC品牌。 

 

IPC（网络摄像机）在接入 IVR前，请保证 IP地址与 IVR同一网段，且主码流

和子码流需要调整成建议的数值，否则有可能出现无法搜索到 IPC、无图像接入、

图像不流畅、画质效果差等情况。 

将 IVR接上网线，接入局域网的交换机，开机之后，点击 图标，进入其

中的【网络参数】界面，在其基本配置页面设置好 IVR的 IP地址、子网掩码、网

关。可以通过用局域网内的 PC主机运行命令 ping命令去 ping IVR的 IP检测 IVR

是否已经连接进局域网。 

然后，再左键点击 图标，进入通道连接界面，如下图所示： 

 

单击页面左上角的 “搜索”键，IVR 就会自动搜索出所有接入局域网内的 IPC，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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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完毕，按照需要添加通道。另，在知道 IPC 的 IP 地址，端口等参数的情况下，直

接在输入框上填写，然后保存也可以添加通道。（详细操作步骤请参考 3.3.6.1） 

下面按实时预览、录像回放、文件备份、通道配置、磁盘管理、系统配置、系

统维护这七大模块介绍 IVR的主要功能： 

3.3.3 实时预览 

设备正常启动后即进入实时监控画面，如下图所示：其中，红色矩形框标示出

来的都是功能快捷键，鼠标指在上面是有对应文字提示。 

 

以下重点介绍预览界面各快捷功能、云台控制功能、实时回放功能。 

3.3.3.1 界面快捷功能介绍 

预览界面上有多个工具栏，上侧、右侧以及下侧的工具栏都可手动隐藏，每个工

具栏上对应有不同快捷功能，而且还有一些隐藏的便捷功能，下面一一说明： 

 上侧工具栏 

该工具栏只要设备启动起来后，在未隐藏的情况下各个配置界面都存在 

 实时报警信息 

有报警时指示灯会不停闪烁，

而且实时滚屏显示报警信息，  

若不想显示滚屏信息，可单击 按钮将信息隐藏，若需要显示详细的报

警信息可单击 按钮出现以下弹出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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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应用中，为避免报警影响，可单击页面上的 按钮暂时将报

警信息屏蔽（报警实际还存在，可在日志中查询），若需查看实时报警信

息再单击布防按钮即可。 

 设备的时间和日期 

叠加在界面右上角实时显示，可在“时间设置”页面修改 

 右侧工具栏 

 画面播放模式 

有 3 种播放模式，预览画面可按照需要由“设备列表”、“组织架构”和

“通道轮巡”预览显示，默认是“设备列表”，需注意的是，“组织架构”

和“通道轮巡”需要先配置好才可使用。 

 磁盘信息 

可实时查看硬盘的状态，多个硬盘时方便查看。 

 视频参数 

可实时修改当前鼠标所选中通道的亮度、对比度、饱和度和色调，或者

一键恢复默认值 

 云台/预置点/巡航/轨迹 

具体操作详见 3.3.3.2小节讲解的云台控制功能，操作方法大同小异。 

 下侧工具栏 

 预览分屏模式  

 通道音频调节开关  

 轮巡开关和间隔时间  

 联动预览开关  

 通道是否显示智能规则和智能目标  

 全屏抓图和全屏录像开关  

 翻页/换组（配合分屏/组织架构使用）  

 交换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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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一个通道，拖动到另一个通道，会弹出提示框，有 3种交换通道方式： 

 交换通道连接，所有配置互换 

 交换通道顺序，交换了预览位置，设备列表信息变化 

 交换窗口位置，交换了预览位置，设备列表信息无变化 

 通道下侧悬浮工具栏 

 当前通道抓图  

 同通道 IPC前端对讲的开关  

 当前通道音频开关  

 当前通道手动录像开关  

 实时回放开关（3.3.3.3小节有详细功能说明） 

 反键菜单 

非全屏和全屏下的反键菜单基本包括了以上介绍的预览界面上的一些常用快

捷按钮功能，可根据个人习惯进行实际操作。 

 人脸识别结果实时预览 

 预览界面点击人脸识别，进入人脸实时比对界面，可以看到实时画面抓

拍即比对的人脸图片，如图： 

 

 可显示当前比对结果信息，包括相似度，姓名，编号，描述，来源通道，

名单类型，时间等，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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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 实时回放 

 每个通道画面的下侧有个隐藏的工具栏，鼠标滑到下侧时才会出现，单击最右侧

的 按钮，会出现一个进度条，通道画面会从当前时刻往前倒放 5min的录像，可

按需要正播、倒放、暂停或停止播放着 5min的录像，停止播放后画面即可回到实

时监控画面。（注：实时回放的时间默认是 5min，可修改） 

3.3.4 录像回放 

单击 图标，进入录像回放界面，回放模式中包括本地录像、本地抓图、外部文

件这三部分，默认是本地录像界面（如下图）下面依次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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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 本地录像 

 通道选择 

默认是按“通道列表”已选择了 ch1-ch16，也可按照“组织架构”选择

要查询录像的通道。 

 文件检索 

默认时间是设备当天的日期，按需要选择日期、检索方式和检索类型，

之后单击界面右下角的 按钮检索出满足条件的录像，录像

情况会在界面下侧的条形空白区域显示（注：不同类型的录像对应的录

像条颜色不同）。 

 录像播放 

检索出的录像条，鼠标可左右拖动录像条，亦可利用鼠标滚轴缓慢放大

来调整 24小时时间轴单位刻度，时间单位刻度有： 1h、0.5h、15min、

5min、2min、1min；鼠标中心点移动到颜色柱时间轴时，会自动出现准

确的时间提示，精确到秒。双击颜色柱时间轴即可快速回放录像，根据

回放的精度需求进行刻度调正，让回放时间定位更精确。 

 快捷功能 

名称  截图 功能说明 

暂停/播放键 
   

暂停/继续播放当前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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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键   停止播放录像，画面全部关闭 

正放/倒放键 
 

按时间正放/倒放录像 

单帧播放键   对录像进行帧播 

前跳/后跳 30 秒 
  

让录像往前跳/后跳 30 秒播放 

慢放/快放键 
 

让录像以 1X/2X/4X/8X/16X 速度播放 

分屏模式 
 

切换回放分屏模式 

上一页/下一页  翻页功能键，匹配分屏功能使用 

备份键  会弹出文件备份页面 

抓图键  对选中通道进行抓图操作 

隐藏/显示进度条 
 

将下侧的录像条区域显示/隐藏 

音频开关 
 

调节通道的音频大小 

全屏功能 - 鼠标反键单击，全屏放大视频画面 

3.3.4.2 本地抓图 

 右侧工具栏 

回放模式切换为“本地抓图”，界面刷新后，点击右下角

的 按钮可以检索出当天的所有抓图文件，默认按通道

号排序，以缩图样式依次排列（见右图） 

 可单击 按钮让抓图文件按时间排序； 

 图片右侧 勾选上后对单个图片进行标记，也可点

击 按钮，在弹出的列表总对标记图片进行“全

选/取消选中/反选/排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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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条件默认是“按天检索”，也可按“时间段检索”； 

 “图片来源、检索条件、检索类型、检索通道”右图所示是默认值，亦

可按需要选中； 

 

 单击右下角的 按钮，会弹出备份对话框，对标记的图片进行备份。 

 下侧工具栏 

可对检索的所有图片进行类似幻灯片播放的操作，栏位上的按钮均是相关功能

按钮，功能和本地录像回放上大同小异。 

需注意的是，播放过程中可单击 按钮对当前播放到的图片进行标记。 

 

3.3.4.3 外部文件 

该模块是对 IVR插入的 USB外接存储设备中的文件进行访问，备份下来的文件

均可在此模块中查看到。 

单击界面右下角的 按钮，可检索出 USB 外接存储设备中的文件，

操作界面下侧工具栏上的控件，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播放/暂停、停止、快播、音

频调节一系列操作。另，单击界面右下角的“删除”键可删除选中的文件。 

3.3.3.2 云台控制 

在进行云台控制前，请首先确认云台相关参数设置

正确。设置好参数后，在预览界面选中所要控制的通

道，然后在云台操作界面中控制镜头的方向；焦距、

焦点、光圈放大与缩小；云台速度的设定。 

注：除了可在预览界面右侧的工具栏操作云台控制

功能外，也可从鼠标反键快捷菜单中的全屏模式下调

出云台控制的操作页面（如右图所示），下面以此页面

说明预置点、巡航、轨迹功能的详细设置方法： 

    

 预置点的设置和调用 

 首先通过云台控制的方向按钮转动摄像头至需要的位置，然后在“预置

点”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预置号，最后点击“设置”按钮。 

 在“预置点”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需要调用的预置号，然后点击“调用”

按钮。 

 巡航”的设置、调用和删除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在“巡航”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巡航号，点击“设置”按钮进入“巡航设置”

页面，再选择预置点、巡航时间、巡航速度，点击“增加”按钮，所设置的

巡航路径预置点就添加成功（可添加多个预置点）。 

 在“巡航”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巡航号，点击“调用”按钮，即可调用。 

 在“巡航”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巡航号，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 

 轨迹的设置和调用 

 在“轨迹”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轨迹号，点击“设置”按钮开始记录，然后进

行一系列的方向操作，再次点击“设置”按钮即停止记录轨迹，该条轨迹记

忆成功。 

 在“轨迹”下拉列表中选择一个轨迹号，点击“调用”按钮，即可调用。 

3.3.5 文件备份 

单击 图标，进入文件备份界面，默认的备份设置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本产品支持录像和图片文件的备份下载，下面对备份各项条件进行说明： 

 通道选择：默认未勾选任何通道，可按需要勾选上需要备份的通道 

 文件类型：默认勾选“常规”，可按需要单个/多个勾选 

 文件时间：默认是设备当天的全天时间，可按需要修改 

 文件类型：默认是“录像文件”， 可按需要换成“图片” 

 文件格式：针对录像文件的格式，默认是 AVI，可按需要换成 I8 

 文件大小：单击 按钮会计算出满足以上条件的备份文件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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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R 插入 USB 外接存储设备后，点击 按钮可以检测出 USB 设备是否

被正常识别，如正常识别，“存放位置”、“U盘总容量”和“U盘剩余空间”会自动

刷出对应信息。 

以上所有条件都满足后，单击文件备份总界面右下角的 按钮，可从“备

份进度”条的变化查看备份情况，进度达到 100%时即备份完成。 

3.3.6 通道配置 

单击 图标，进入磁盘备份界面，该界面有 5个模块，以下分别说明： 

3.3.6.1 通道连接 

该页面是添加通道的配置界面，将通道列表中加入通道有 3种方法： 

 局域网搜索添加通道 

单击 按钮，搜索出局域网里满足所勾选协议的 IPC，单击 按钮即可

将选中的 IPC 添加到右侧的列表中，从“状态”中可查看通道是否连接成功,若是

“连接失败”状态，需查看 IPC是否还在线或是否同 IVR的 IP地址在一个网段。 

 全部添加（添加通道时修改 IP地址） 

   搜索出的 IPC 可能跟 IVR 的 IP 地

址不在一个网段（添加后可能无法接

出画面），此时勾选“添加通道时修改

IP 地址”功能，选择要添加的通道，

单击 按钮，弹出对话框（见右

图），按需要选择是否修改 IP。 

 

 手动添加 

在下侧“通道参数”页面选好要添加的通道号后，填写正确的 IPC 协议、IP 地

址、端口号、用户名和密码，再单击保存键后即完成添加。其中“复制到”功能可

将除 IP地址外的其它信息复制到别的通道。 

3.3.6.2 通道参数 

该模块基本都是对通道参数的一些常用配置，需注意的是针对 IPC 前端的参数

需 IPC前端支持，而且接入的协议不同，部分功能亦不支持，共有有 6个页面，下

面分别介绍： 

 显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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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页面可进行“本地通道名称、通道名称、时间和日期格式、图像设置和镜头

参数”的配置： 

 本地通道名称：默认以红色字体显示在画面的左上角，可修改 

 通道名称：可以对知 

 时间/日期格式：可以对指定通道选择不同的时间/日期格式； 

 图像设置：可以对指定通道的亮度、对比度、饱和、，色度进行设置； 

 OSD位置：通道名称和时间日期在画面上均用黄色矩形框标出，鼠标选择可任

意拖动位置； 

 镜头参数：对 IPC镜头基本参数的配置； 

 复制到：将当前通道的配置参数复制至其他通道。 

注意：以上针对 IPC前端的配置需 IPC前端支持才可保存生效！ 

 编码设置 

 码流类型：有复合流和视频流两种类型，通道支持音频输出时需选择复合流； 

 分辨率：子、主码流分辨率不同，均有多种分辨率供选择（不同型号的 IPC

分辨率选项不同）；  

 位率类型：包括定码率和变码率二种类型； 

 位率上限：在下拉列表中可选不同数值，也可自定义设置； 

 视频帧率：在下拉列表中可选择不同的数值，默认时为“满帧率”； 

 图像质量：位率类型是变码率时才可根据需要选择不同的图像质量；  

 I帧间隔”：常用 I帧间隔为 25； 

 移动侦测 

 检测模式：默认是“前端检测”，“设备能力”支持 smart（智能检测）时，可

切换模式到“IVR本地检测”； 

 灵敏度/占比：合理设置后可增大移动侦测触发的精确度； 

 区域设置：直接在画面上按住鼠标左键，拖至需要移动检测的区域，出现的红

色格子区域即为选中的移动检测的区域； 

 布防时间：选择需要布防的时间区间； 

 联动方式：选择需要联动的方式； 

 全屏画框：一键将整个画面区域设置为移动检测的区域； 

 全屏清除：一键清除画面上之前设置的移动检测的区域‘  

 视频丢失 

视频丢失的配置页面，默认是全天启用状态，且默认开启了“监视器报警” 

 遮挡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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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方法同移动侦测类似，所画区域被遮挡时会触发报警，需注意 onvif 协议

接入的通道不支持遮挡报警功能。 

 视频遮挡 

设置方法同移动侦测类似，所画区域会在画面上形成黑块，需注意 onvif 协议

接入的通道不支持遮挡报警功能。 

3.3.6.3 录像设置 

录像模式有 4种，默认是“定时录像+报警录像”，可切换模式： 

 定时录像+报警录像：在设置的定时录像时间段内，或者报警有触发录像，当

前通道系统才会进行录像操作； 

 定时录像：只有在设置的定时录像时间段内，当前通道系统才会进行录像操作； 

 报警录像：只有触发了报警录像功能，当前通道系统才会进行录像操作； 

 停止录像：当前通道即刻停止录像，除非在预览界面打开了手动录像功能。 

注：录像时间段的设置针对的是“定时录像”，预录时间和录像延时针对的

是“报警录像”，否则为不可设状态。 

3.3.6.4 通道分组 

 组织架构 

设置组织架构的作用是将通道进行分组预览，可按某一标准进行分组，如下图

即是按区域进行分组，同一个通道按需要可以划分到不同的组（如 ch4）。 

 

   上图中间的一列功能按钮分别是“创建分组、删除分组、修改分组名称、右移

往分组中添加通道、左移删除分组中的通道、将分组上移、将分组下移”的作用。 

 预览轮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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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轮巡的设置同以上组织架构设置类似，亦是按某一标准进行分组，方便预

览进行轮操作。 

3.3.6.5 智能检测 

 检测模式 

“IPC前端检测”模式需要 IPC前端支持智能检测功能 

 目标计数 

该页面的作用是配置相关参数，让大于占比的移动物体，跨过设置的检测线，

达到已设置的检测规则的数目时，发生目标计数报警。下面介绍页面上各项参数的

设置方法: 

 预览时显示：启用后在预览界面才可看到检测线和统计结果； 

 检测线：每个画面最多可设置 4条检测

线，直接在画面上拖动鼠标左键画

线，放开左键，单击右键完成画线，

完成后检测线两侧分别为 AB 区域、

上侧会显示统计结果； 

 A->B：默认是A区域到 B区域增加计数，

可交换检测线两侧的 A/B区域位置； 

 B->A:“增加计数”即“流量统计结果=

‘A->B的计数’+‘B->A的计数’”， 

“减少计数”即“流量统计结果=

‘A->B的计数’-‘B->A的计数’”， 

“忽略”即“流量统计结果=‘A->B

的计数’”； 

 占比：移动物体在画面中的占比超过设置的大小时才可作为“目标”，设置时

画面正中央会出现一个黄色虚线的矩形框作为大小参考； 

 流量统计：启用后即可设置“流量统计间隔和报警阈值”； 

 总量统计：启用后即可设置“统计时间段和总量报警阈值”； 

 目标类型：有三种类型：人、车、人和车，选定类型后，对类型进行统计。 

 布防计划：即设置布防时间，默认是全天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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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动处理：可进入报警触发时的联动配置页面，进行联动配置操作； 

 擦除画线：一键清除画面上历史设置的画线。 

 

按照上述设置，通道 1画面中，占比超过 150的移动物体（车辆），跨过检测线, 

每隔 60s跨线车辆数是 2个,没触发报警，但是 10:00-15:30之间的跨线车辆是 201

个，超过了阈值 200而触发了目标计数报警，上图即为报警发生时预览实时画面。 

 物品检测 

该页面的作用是配置相关参数，让大于占比的物体在设置的检测区域内丢失/遗

留时间超过检测时间即发生物品检测报警。下面介绍页面上主要参数的设置方法: 

 检测区域：每个画面最多可设置 4个检测

区域，直接在画面上拖动鼠标左键画线，

放开左键，移动鼠标再次单击左键形成

第二条线，再单击右键后自动闭合形成

的区域即为检测区域（要设置一个合格

的区域至少手动画 2条线）； 

 检测类型：有“物品丢失”、“物品遗留”、 “物品丢失或物品遗留”3种类型； 

 占比：移动物体在画面中的占比超过设置的大小时才可作为“物品”； 

 检测时间：检测到物品丢失/遗留超过这个时间才能触发报警； 

按照以上设置，该通道画面中，占比超过 150 的物品，在检测区域内消失超过

30s 时，触发物品检测报警，下图即为报警发生前后时预览实时画面（其中蓝色矩

形框标识出的即是丢失物品的所在区域）： 

报警前 ↓                                             报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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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检测 

该页面的作用是配置相关参数，让大于占比的移动物体，进入/离开/徘徊在设

置的检测区域，超过检测时间即发生区域检测报警。下面介绍页面上主要参数的设

置方法: 

 检测区域：在画面上用鼠标画出区域； 

 检测类型：有“目标进入”、“目标离开”、

“目标进入或离开”、“目标徘徊”4种； 

 占比：移动物体在画面中的占比超过设

置的大小时才可作为“目标”； 

 检测时间：检测到目标活动超过这个时

间才能触发报警 

按照以上设置，该通道画面中，占比超过 1000 的移动物体（骑车），进入检测

区域内超过了 5s，触发了区域检测报警，下图即为报警发生时预览实时画面（其中

蓝色矩形框标识出的即是进入区域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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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警戒线 

该页面的作用是配置相关参数，让大于占比的移动物体，跨过设置的检测线时，

即刻发生虚拟警戒线报警。下面介绍页面上主要参数的设置方法: 

 检测线：在画面上用鼠标画出检测线，可一键交换 A/B； 

 检测类型：有“A->B报警”、“A<->B报警”

2种类型； 

 占比：过滤掉比设置的占比小的移动物体 

按照以上设置，该通道画面中，占比超过 30的移动物体，从 A区域到 B区域跨

过检测线，触发了区域检测报警，下图即为报警发生时预览实时画面（其中，检测

线或红色和绿色交替闪烁，且蓝色矩形框会随跨过警戒线的目标而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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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声音报警 

支持婴儿哭声、尖叫声、枪声、爆炸声检测功能 

检测灵敏度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灵敏度越高，声音越容易被检测到，越

容易报警；当选择关闭时，表示停止对应项的异常声音检测 

 

声音报警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检测模式：只支持前端检测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 

 检测类型 

1> 婴儿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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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尖叫声： 

3> 枪声： 

4> 爆炸声： 

注意：这里的灵敏度与声音大小以及相似度相关，当前端 ipc检测到以上几种音效

中的任何一种就会触发报警； 

 车牌检测 

注意：使用车牌检测要求车辆进入图像抓拍区时车辆为正对摄像机效果最佳， 

调节焦距，使画面尽可能清晰 

建议使用时根据实际场景，将车牌检测区域的范围设置得尽可能准确，这样可

以加快检测速度、减少误检 

支持检测的车牌颜色：蓝、黄、白、黑 

支持黑名单车牌检测、白名单车牌检测和其他车牌检测功能 

 

车牌检测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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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模式：只支持前端检测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车牌检测功能 

 省份：选择当前省份 

 置信度：数值越高则要求车牌识别的准确率越高；低于置信度的车牌识别结果

将被过滤掉 

 黑名单：针对【车牌黑白名单】模块中添加进去的黑名单车牌，可将拒绝入内、

被通缉、挂失、欠交费、未年检、肇事逃逸及违章等车辆牌号导入黑名单 

 白名单：针对【车牌黑白名单】模块中添加进去的白名单车牌，可将允许通行

等车辆牌号导入白名单 

 其他车牌：除了黑、白名单之外的其他车牌 

 以上三种类型的布防和联动可单独开启，也可同时开启，需要分别设置“布防

时间”和“联动处理”。 

//------------------------------------------------------ 

设置检测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延长

划线；每单击一次鼠标左键都可绘制一条转折线，右键结束自动连接成一个闭合的

区域，如下图所示： 

 

 人脸检测 

 支持检测画面中的静态、动态人脸 

建议使用时根据实际场景，将检测的人脸尺寸范围设置得尽可能准确，这样可

以加快检测速度、减少误检 

 

http://baike.baidu.com/view/24432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704769/86538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66987.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303964/1628679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448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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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检测配置界面如下图： 

 
 

 接入类型：看设备参数的人脸接入模式；分两种，有些支持前端检测和比对机

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有些支持本地人脸检测识别。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人脸检测功能 

 灵敏度：人脸评分标准，灵敏度越高，要求的人脸标准越低，即抓拍人脸越灵

敏 

 最小图片像素：检测大于等于该图片像素的人脸；范围是 80到 300 

 抓图质量：配置范围：1 到 99，数字越大，保存的图片质量越好 

 高级配置：可设置 ipc 前端人脸检测模式；检测模式有 4 种：间隔、进入、离

开、进入或离开模式，间隔模式可设置推图间隔时间，最长间隔时间可设置

10 秒，进入模式可设置进入时间，最长时间为 5 秒，抓图数量最多为 5 张，

离开模式也可设置抓图数量最多为 5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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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区域：划定检测人脸的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

按住鼠标左键不动，不管朝何方向移动，会自动生成一个红色框，长宽随操

作者自定义，有设置不理想的，可点擦除，重新设置区域。设置屏蔽区域与

检测区域同理（注：若屏蔽区域与检测区域有重叠部分，屏蔽区域会优先生

效）如下图所示： 

 
 联动类型：目前有三种名单类型；白名单、黑名单、其他名单 

 布防时间： 

点击布防计划的设置按钮，在弹出的布防计划配置界面进行时间布防。布防时

间可以使用复制功能设置整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的某一天的某个时间段，设置完后

点击确定保存，如下图所示： 

 

设置联动方式后，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联动报警设置： 

点击联动处理的设置按钮，在弹出的联动配置界面进行报警联动选择，如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下图所示： 

 

 1、系统联动：可选择邮件联动，声音报警，监视器报警，上传中心四种方式；

以下对四种方式说明： 

 a、邮件联动：该方式需要在设备的 Email 参数中设定有效的收发件箱，并填

写有效的邮件收发服务器和端口号，具备此条件后，若有报警触发，邮箱内

将会实时收到报警信息； 

 b、声音报警：勾选表示报警发生时设备蜂鸣器会发出声音； 

 c、监视器报警：在本地设备的告警信息栏内会实时显示报警信息； 

 d、上传中心：设备的 Web端或平台告警信息栏中，会实时显示报警信息； 

 2、报警输出：设备外接报警输出设备后，若报警触发，会将报警信息反馈到

报警输出设备中； 

 3、本地预览联动：可选择某一个，某几个或全选通道联动，在预览界面开启

预览联动后，若有报警触发，则选定的通道画面则会自动弹出； 

 4、本地录像联动：可选择某一个，某几个或全选通道联动，报警触发后，选

定的通道会实时录像； 

 5、本地抓图联动：可选择某一个，某几个或全选通道联动，报警触发后，选

定的通道会实时抓图； 

 6、PTZ 联动：需要设备接入 PTZ 设备，报警触发后，可联动 PTZ 设备的预置

点，巡航或轨迹报警，也可点击全部解除将已设置的 PTZ联动全部取消； 

 设置联动方式后，点击“确定”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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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灾检测 

     注意：使用火灾检测功能，必须在 IPC是彩色模式的前提下。 

 

火灾检测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检测模式：只支持前端检测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火灾检测功能 

 灵敏度：设置火灾检测的灵敏度，数值越高则检测火焰的灵敏度越高。 

 设置检测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不动

延长划线；每单击一次鼠标左键都可绘制一条转折线，右键结束自动连接成一

个闭合的区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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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诊断 

  该功能属于图像质量评估,对视频图像中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智能分析、判

断和报警。 

 

视频诊断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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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模式：只支持前端检测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视频诊断功能 

 勾选需要诊断的视频参数且设置参数值，参数值越高，诊断的灵敏度越高，目

前诊断的图像参数如下： 

 图像偏色：诊断由于色彩平衡出现故障、视频线路接触不良、信号干扰等各种

原因造成的视频画面发生色偏，甚至某种颜色缺失的故障 

 亮度过暗：诊断由于摄像机增益异常、曝光不当、光照很低等各种原因引起画

面过暗 

 亮度过亮：诊断由于摄像机增益异常、曝光不当、强光照射等各种原因引起画

面过亮 

 图像模糊：诊断由于聚焦不准引起图像边缘不清晰的情况 

 视频丢失：图像画面变黑 

 情景变换 

 检测前端 IPC 因为人为或环境原因导致摄像机被偏转、摄像头被遮挡、摄像

机角度或位置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画面变更的情况。 

 

情景变换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检测模式：只支持本地检测模式，需要本地设备支持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情景变换功能 

 人形检测 

 支持检测画面中的具有人形像素的静态、动态人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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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使用时根据实际场景，将检测的人形尺寸范围设置得尽可能准确，这样可

以加快检测速度、减少误检。 

人形检测配置页面如下图所示： 

 

 检测模式：只支持前端检测模式，需要前端接入的 IPC支持。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人形检测功能 

 最小人形像素：范围是 30-300；检测大于或等于最小人形像素的人形（蓝色

框） 

 人形质量分阈值：抓拍大于或等于人形质量分阈值的人形。 

 设置检测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不动，

不管朝何方向移动，会自动生成一个红色框，长宽随操作者自定义，有设置

不理想的，可点擦除，重新设置区域。设置屏蔽区域与检测区域同理（注：

若屏蔽区域与检测区域有重叠部分，屏蔽区域会优先生效）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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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防时间与联动处理操作同以上人脸检测。 

 电子围栏 

 电子围栏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电子围栏区域检测功能。 

 预览时显示：设置是否在实时预览界面显示设定的规则和检测结果,见上图右

侧。 

 检测区域：设置欲配置规则的检测区域，最多设定 4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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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类型： 

 入侵检测：目标从设置的检测区域外进入，触发报警后，在区域内外也会持续

报警，直到人离开整个画面。 

 目标进入：目标从设置的检测区域外进入。 

 目标离开：目标从设置的检测区域内离开。 

 目标进入或离开：目标相对于设置的检测区域进入或离开。 

 目标徘徊：目标在设置的区域之内徘徊移动。 

 占比：检测目标占画面面积大小的万分比。 

 检测时间：检测时间仅对徘徊检测有效，当目标徘徊的时间达到设置的时间时，

触发报警，其他检测类型时检测时间一栏为置灰状态。 

 设置检测区域：设置检测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按

住鼠标左键不动延长划线；每单击一次鼠标左键都可绘制一条转折线，鼠标

右键点击结束画线自动会连成闭合的多边形区域,如上图所示（红色区域为

检测区域，蓝色虚线框为物品的占比大小）。 

 擦除画线：点击【擦除画线】，清除画面所规定的区域。 

 布防计划与联动处理同人脸检测。 

 目标类型：有三种类型：人、车、全部（人和车），选定类型后，对类型进行

统计。 

 音频联动：勾选音频联动，触发电子围栏，检测到报警，会联动报警并播放相

关提示音。 

 报警灯：勾选报警灯，触发电子围栏，检测到报警，会联动报警灯输出。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逆行检测 

 逆行检测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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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使用时根据实际场景，将检测的范围设置得尽可能准确，这样可以加快检

测速度、减少误检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逆行检测功能。 

 检测模式：需前端 IPC支持。 

 预览时显示：设置是否在实时预览界面显示设定的规则和检测结果,见上图右

侧。 

 设置区域：点击【开始画图】，然后单击鼠标左键在区域内划折线，再单击鼠

标右键可自动形成一个闭合区域，最大可以画 10边形，最小可以画三边形，

区域画好之后，会自动从中心延伸出一个箭头，可以 360度选择方向，确定

好方向后左键落下鼠标，落点在哪里，则箭头终点在哪里，最后点击【保存】

即可。如果划线出错，直接点击【清除】，所有画的线会被清除掉，然后重

新点【开始画图】，重复上述步骤即可，画好区域后，该区域中心点默认为 a

点，延伸线的终点为 b点，当人形从 b点方向往 a点方向运动时会触发逆行

检测报警。 

 擦除画线：点击【擦除画线】，清除画面所规定的区域。 

 检测区域：共有四个区域可选择，即可以画四个检测区域，且互相不受干扰。 

 占比：检测目标占画面面积大小的比例（万分比），过滤小于此比例的目标物

体。 

 布防时间与联动处理同人脸检测。 

 目标类型：有三种类型：人、车、全部（人和车），选定类型后，对类型进行

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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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频联动：开启音频联动，触发逆行检测报警会声动报警相关提示音。 

 报警灯：勾选报警灯，触发逆行检测，检测到报警，会联动报警灯输出。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离岗检测 

 离岗检测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启用：设置是否开启离岗检测功能。 

 检测模式：需前端 IPC支持模式。 

 预览时显示：设置是否在实时预览界面显示设定的规则和检测结果,见上图右

侧。 

 设置区域：使用鼠标点击通道画面上需要划线的区域，按住鼠标左键不动延长

划线；每单击一次鼠标左键都可绘制一条转折线，右键结束自动连接成一个

闭合的区域，如上图所示，蓝色虚线框为目标占比大小。 

 擦除画线：点击【擦除画线】，清除画面所规定的区域。 

 离岗时间：人离开检测区域的时间（0-3600s）。 

 占比：检测目标占画面面积大小的比例（万分比），过滤小于此比例的目标物

体。 

 检测区域：可设置 4个检测区域。 

 布防时间与联动处理同人脸检测。 

 运动检测：勾选此选项，检测区域内动态人形。 

 音频联动：开启音频联动，触发离岗检测报警会声动报警相关提示音。 

 报警灯：勾选报警灯，触发离岗检测，检测到报警，会联动报警灯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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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3.3.7  智能检索 

3.3.7.1 人脸检索 

 

 点击上方菜单栏智能检索 、默认进入到人脸检索界面。 

 可选择通道，时间段以及根据不同的检索类型分别检索，如图： 

 

 在检索到图片的界面还可再次选择人脸图片进行二次检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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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索到每张图片可对应显示抓拍到图片的后 10秒录像，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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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检索到的图片和录像还可进行备份，勾选要备份的图片，选择备份图片或录

像，点击“备份”按钮，可将图片或录像备份到 U盘，如图： 

 

 检索到的图片也能列表显示，列表界面也可查询 10 秒录像及备份等，方法同

上，如图： 

 

 无附加信息检索：可查询到选定的通道的所有抓拍人脸图片，一次最多显示

10000个结果，当搜索结果超过 10000个时，将显示前 10000个； 

 黑白名单类型检索：有黑名单，白名单，其他名单三种检索类型； 

 黑名单检索：可查询识别到的黑名单人脸图片； 

 白名单检索：可查询识别到的白名单人脸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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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名单检索：可查询抓拍的未加入黑名单和白名单的人脸图片，即未识别到

的人脸图片； 

 本地名单检索：根据设备本地人脸模板中的人脸名单检索，可查询到相似度值

大于或等于设定值的人脸图片；设备中的人脸名单可通过分组，编号，姓名

三种方式查找 

 根据姓名查询，选择“按照姓名查询”，输入框输入要查找的姓名，点击“查

找” 

 根据编号查询，选择“按照编号查询”，输入框中输入要查找的编号，点击“查

找” 

 根据分组查询，选择“按照分组查询”，下拉选择要查询的分组即可。 

 外部照片检索：可设置相似度，根据所设置的相似度与所抓拍的图片进行检索，

单击导入图片，该操作需外接 U盘，点击提取人脸，在画面中根据所默认的

框去提取人脸模板，也可手动在页面上画框，所提取的人脸会出现在右侧人

脸模板处，若提取人脸模板不够满意，可点击删除人脸，重新进行画框提取

人脸，最后点击检索，如图： 

 

3.3.7.2 车辆检索 

 点击车辆检索，进入车辆检索界面。 

 可选择通道，时间段以及根据不同的检索类型分别检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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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根据车牌号类型进行检索，分别有：蓝、黄、白、黑以及全部类型去进行检

索，后方输入框可输入具体车牌号，下方有提示：如需模糊查询请用*号代

替对应字符。点击检索即可。 

 检索到每张图片可对应显示抓拍到图片的后 10秒录像，如图：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对检索到的图片和录像还可进行备份，勾选要备份的图片，选择备份图片或录

像，点击“备份”按钮，可将图片或录像备份到 U盘，如图： 

 

 检索到的图片也能列表显示，列表界面也可查询 10 秒录像及备份等，方法同

上，如图： 

 

 

3.3.8 磁盘管理 

单击 图标，进入磁盘备份界面，该界面有 3个模块，以下分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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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1 存储管理 

页面上的信息详细说明了当前 IVR 所接硬盘的情况，如下图，设备接了 3 个硬

盘，均处于正常状态以及空间饱和状态，其中物理编号是 0-2-0的硬盘正在录像。 

 

 录满后处理：有“自动覆盖”和“停止录像”2种方式，默认是“自动覆盖”； 

 SMART处理：有“忽略错误继续录像”和“出错时停止录像”2种方式； 

 SMART信息：单击  图标会弹出当前硬盘的 SMART信息列表； 

 丢失报警：检测到当前 sata口未接硬盘会在“报警信息”里有未接硬盘报警； 

 格式化：勾选需要格式化的硬盘，再单击 按钮即可（注：状态为“需

要格式化”时需将相应硬盘格式化完成后硬盘才能继续录像，另，格式化过

程中请勿做其它操作）； 

3.3.8.2 网络磁盘 

网络硬盘分为 NAS 和 IPSAN 两种协议： 

 一，IPSAN协议网络硬盘 

1.前置条件：设备所在网络环境正常，且网络环境中已搭建好网络硬盘服务器，

设备 IP地址与网络硬盘服务器需设置在同一网段； 

2.网络硬盘创建： 

 (1)设备开启后，进入磁盘管理菜单，选择存储管理，点击创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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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弹出的网络硬盘创建界面，进行磁盘信息设置，依次输入网络硬盘名称，

选择协议，输入网络硬盘 IP地址，点击“搜索”，从搜索到的磁盘列表中选

择需要创建的网络磁盘后，点击确定，如下图； 

 

1.选择磁盘管理菜单； 

2.进入存储管理； 

3.点击“创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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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输入网络硬盘名称，可自行命名； 

2.在下拉框中选择 IPSAN 协议； 

3.填写网络硬盘服务器 IP 地址，设备网段与服务器一致； 

5.从搜索到的硬盘列表选择所需的存储硬盘； 

4.点击“搜索”按钮； 

6.点击“确定”； 

勾选高级设置后，可输入搭建网络硬盘服务器时设立的端口，用户名，

密码；若未设置，可不勾选； 

网络硬盘所在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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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网络硬盘名称：自行命名，可输入汉字，英文字母，数字及组合； 

 协议：选择 IPSAN协议； 

 网络硬盘 IP地址：输入网络硬盘服务器的地址，注意设备 IP地址需与服务器

地址在同一网段； 

 网络硬盘目录：选中需要创建的网络硬盘后，显示该网络硬盘的地址目录； 

 高级设置：端口，用户名，密码取决于搭建的网络硬盘服务器是否有做设置。

若有，则输入对应的端口号，用户名，密码。若无，则不用输入； 

 (3)点击“确定”后，网络硬盘会出现在硬盘列表中，点击“保存”，稍等片刻

后，网络硬盘会连接成功，此时硬盘列表中会显示该网络硬盘的相关信息，

包括名称，类型，硬盘总容量，剩余空间，状态，是否录像（该显示项视设

备的录像规则而定，若设备只接入该网络硬盘且为录像状态，则为“是”，

否则为“否”）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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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在预览界面的硬盘信息中显示该网络硬盘的信息； 

 

4.网络硬盘的格式化 

 (1)选中要格式化的网络硬盘，勾选格式化选项，点击“格式化”按钮后，选

择“确定”，此时出现格式化的进度条，界面提示正在格式化； 

 

1.勾选“格式化”选项； 

3.点击“确定”； 
2.点击“格式化”按钮；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2)格式化完成后，设备总容量与剩余容量一致； 

5.网络硬盘的删除； 

 (1)点击要删除的网络硬盘的删除图标，界面出现删除提示后，点击确定，界

面显示正在删除中； 

 (2)稍等后，列表中该网络硬盘的信息被清空，且在预览界面该硬盘的信息不

再显示； 

 

6.网络硬盘掉线报警； 

  在系统配置---报警管理---异常配置中，选择“网络硬盘掉线”，触发方式可

选择声音告警，监视器报警，上传中心，报警输出。若网络硬盘掉线，则触发

对应的方式报警；若在线，则不触发报警，如下图； 

 

1.点击“删除”图标； 

2.选择“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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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网络硬盘的录像规则设置； 

 (1)录满后处理分为自动覆盖和停止录像； 

 自动覆盖：网络硬盘录满后，覆盖掉最先的录像后继续循环录像； 

 停止录像：网络硬盘录满后，设备不再录像； 

 (2)SMART处理（不支持）； 

 (3)录像保留时间； 

 可设置网络磁盘录像的保留时间，即只保留该时长的录像，若超过，则从最旧

的录像开始淘汰，保留最新的录像； 

 (4)网络硬盘与本地硬盘之间支持互相轮转； 

 若设备同时接入本地硬盘和网络硬盘等多个硬盘，将录满后处理设置为自

动覆盖，则无论本地硬盘或网络硬盘录满后，录像的硬盘能相互之间跳转； 

 (5)网络硬盘分组 

 自动分组：最多 32个通道共用一个网络磁盘录像， 其余通道自动分配到其他

网络硬盘或本地硬盘； 

 手动分组：创建录像分组后，选择通道及网络硬盘添加到该录像分组，点击保

存后，被选择的通道的录像文件存储在该网络硬盘中； 

 

 (6)网络硬盘配额 

选择添加了网络硬盘的录像分组，点击“配额”图标后，启用配额（设备默认

停用配额），给对应的通道分配可用容量，点击“确定”，相应的通道在可用容量范

围内录像，若录满后，则自动删除前面的录像，保留最新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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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NAS协议网络硬盘使用方法与 IPSAN协议网络硬盘相似，不再赘述； 

备注：目前只有 3536设备支持 NAS协议网络硬盘，其余设备暂不支持； 

1.启用配额； 

2.分配网络硬盘空间； 

3.点击“确定”；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3.3.8.3 磁盘分组 

 自动分组 

系统默认是按“自动分组“进行录像，即，所有通道的录像默认是往一个硬盘

里写入录像数据，录满后切换到下一个硬盘，若 IVR只接了一个硬盘，即按照存储

管理页面中的“录像后处理”选择的方式，是覆盖掉历史录像或是停止录像。 

需注意的是，设备录像的通道超过 32路且设备接了多个硬盘时，为保证硬盘的

使用效率和性能，默认会往 2 个硬盘中录像，在录像通道的前 32 路往一个硬盘录

像，剩余通道往另一个硬盘录像。（目前产品的最大路数是 64路） 

 手动分组 

手动分组功能是将通道进行分组操作，不同分组的通道可往不同硬盘里录像，

且每个通道还可以进行配额设置，如下图，有进行 2个分组，其中 ch1-ch6在分组

1，ch10-ch15 在分组 2,其中分组 1 有对通道进行配额设置，且所有通道均往

Disk0-2-0中录像，分组 2未启用配额，且所有通道均往 Disk1-4-0中录像。 

 
   上图中间的一列功能按钮分别是“创建分组、删除分组、配额设置、右移往分

组中添加通道、左移删除分组中的通道”的作用，需注意，未添加进分组的通道预

览有画面时也不会进行录像（ch7-ch9、ch16-ch64），未分组的硬盘为空闲硬盘，

不会有数据写入（Disk1-0-0）。 

   重点说明：进行手动分组操作时，可能会对硬盘中的历史录像数据进行清除，

操作时请慎重，以免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3.3.8.4 高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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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选启用 RAID，点击保存后需要重启设备，重启完成后界面会出现阵列配置

菜单； 

 

 点击进入阵列配置，物理磁盘界面，显示设备接入的硬盘状况，在此界面可设

置热备硬盘，创建各类型阵列或一键配置阵列等； 

 

1>一键配置 

默认创建 RAID5类型阵列，对阵列进行命名，点击确定后，默认将设备接入的所有

硬盘全部创建为 RAID5阵列，并根据接入的硬盘数来自动分配热备盘，最多可以分

配两个盘作为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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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完成后，需将硬盘格式化，此时，在存储管理页面出现需要格式化阵列的提示； 

 

勾选需要格式化的阵列后，点击格式化按钮后如下图； 

 

格式化完成后，阵列一键配置完成，在物理磁盘和阵列界面均有自动创建的阵列及

热备显示； 

 

 

 

2>创建阵列 

可创建 RAID0，RAID1，RAID5，RAID6，RAID10五种阵列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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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D0：创建至少需要两块硬盘，阵列容量是两块硬盘容量之和； 

点击创建阵列，给阵列命名，选择 RAID0类型，选择至少两块硬盘后，点击确

定； 



                                                          IVR2.0-使用说明书 

香港智腾电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6-086-110 微信公众号:HKZAXTEAM  网址:www.zaxteam.cn 

 

创建完成后，需要格式化硬盘；在存储管理界面勾选需要格式化的阵列，格式

化完成后，在阵列界面可以看到一个阵列已经创建完成； 

 

在物理界面有创建的阵列显示，且可进行热备设置，勾选需要作为热备的硬

盘，点击热备按钮后，该硬盘类型变为热备盘，当阵列中的硬盘出现故障时，热备

盘可顶替出现故障的硬盘备份数据，以免数据丢失；点击删除，则取消该硬盘的热

备作用； 

 

 RAID1:创建至少需要两块硬盘，阵列容量仅等于一块硬盘的容量； 

点击创建阵列，给阵列命名，选择 RAID1类型，选择至少两块硬盘后，点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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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完成后可在阵列界面看到创建的阵列，如下图； 

 

 

 

 

 RAID5：创建至少使用三块硬盘（也可以更多），阵列容量为硬盘数 n-1; 

点击创建阵列，给阵列命名，选择 RAID5类型，选择至少三块硬盘后，点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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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完成后可在阵列界面看到创建的阵列，如下图； 

 

 RAID6:创建至少需要四块硬盘，阵列容量为（n-1）最小容量*2 

点击创建阵列，给阵列命名，选择 RAID6类型，选择至少四块硬盘后，点击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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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完成后可在阵列界面看到创建的阵列，如下图； 

 

   

 RAID10：创建该阵列至少需要 4+2*n 个磁盘（n>=0）,阵列容量只能使用其中

一半或更小的磁盘容量； 

点击创建阵列，给阵列命名，选择 RAID10 类型，选择至少四块硬盘后，点击

确定； 

 

同样需要格式化硬盘，格式化完成后可在阵列界面看到创建的阵列，如下图； 

 

 

 阵列界面： 

可对创建的阵列进行删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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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可将创建的阵列删除，删除后界面不再显示阵列，物理磁盘界面，硬盘状态

恢复为普通磁盘； 

 

重建：点击重建后，界面会显示当前阵列的名称，类型及阵列中的磁盘，从设备的

普通磁盘中选择一个作为补充硬盘，在重建过程中切勿拔除硬盘，以免数据丢失； 

阵列中若有硬盘损坏后再补充硬盘，可通过重建来重新备份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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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固件：显示阵列的相关信息及后台任务速度设置； 

 

版本：显示设备当前的软件版本信息； 

物理盘数：设备可接入的最大硬盘数； 

阵列数：最多创建的 RAID阵列的数量； 

RAID类型：设备目前支持的 RAID类型，RAID0，RAID1，RAID5，RAID6，RAID10等； 

热备类型：全局热备，即该热备盘针对设备所有阵列，阵列中有硬盘故障，则作为

顶替盘备份数据； 

支持重建：支持阵列中的硬盘损坏后，补充硬盘进去阵列可重建恢复； 

后台任务速度：指阵列故障时，数据重建或热备的恢复速度，可设置不同速度，分

为高速，中速，低速； 

 

 降级： 

当阵列中的硬盘出现故障，阵列将自动降级，此时阵列中有热备盘，则自动开始重

建恢复，重建时间会随数据量大小而定； 

 

若未设置热备盘，则需点击重建按钮，手动重建，点击确定后，重建开始，重建时

间会随数据量大小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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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目前只有 3536 10盘位以上设备支持 RAID功能； 

接入设备的硬盘建议使用专业级录像硬盘，硬盘型号及容量保持一致； 

建议每个阵列录入数据在一百兆左右； 

3.3.8.5 磁盘位置图 

该页面展示的是产品主板图片，上面标识了各 sata口对应的物理编号，若某个

硬盘需要更换，对照该图片找出对应 sata接的硬盘即可。 

3.3.9 系统配置 

单击 图标，进入系统配置界面，该界面有 6个模块，以下分别说明： 

3.3.9.1时间设置 

  设备时间：可手动修改 IVR的时间； 

  同步到前端：修改设备时间生效后，通道 IPC前端的时间同步更新； 

  时区：切换时区，页面会弹出新的日期和时间，部分时区存在夏令时功能； 

  NTP 校时：功能启用后，需点击 按钮进行网络对时（设备需访问

外网）。 

3.3.9.2零通道设置 

点击零通道设置，默认进入参数配置界面； 

 参数配置：默认不启用，下方所有配置框均置灰，点击启用按钮，下方的分辨

率、位率类型、位率上限、视频帧率可进行配置，配置好后点保存，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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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道配置：左边显示可进行零通道设置的通道、右方可对画面进行分屏数控制，

右方框内选中某个分屏，鼠标移到左方单击某个通道，则右方框内将显示

该通道，会显示相应通道号。在该设备的 web 端选中零通道后双击可看到

显示效果，如图： 

 

 

3.3.9.3 网络参数 

该模块有 5个页面，以下分别说明： 

 基本配置 

 网卡：根据需要可以选择不同的网卡类型； 

 物理地址：显示当前网络接口的物理地址，不可修改； 

 自动获取 IP 地址：即 DHCP 功能，当打开时，IP/掩码/网关不可设，如

果当前 DHCP 生效，则会获取路由器分配的新的 IP/掩码/网关（远程登

录需用新的 IP 地址），如果不生效，IP/掩码/网关显示的还是之前的地

址（可用旧的 IP地址远程登录设备）； 

 IP地址：输入相应的数字来更改默认 IP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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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网掩码：输入相应 IP的子网掩码； 

 网关地址：输入相应的网关地址。 

 DDNS设置 

默认是“禁用域名解析”状态，各设置栏位均不可设，需切换到“启用域名解

析”状态，需注意的是，该功能使用时需保证设备能正常访问外网。 

 服务器类型：默认列表里有 14种类型； 

 服务器域名：每种服务器类型对应已有默认的服务器域名； 

 端口：每种服务器类型对应已有默认的端口； 

 用户名&密码：手动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设备域名：手动输入正确的域名（功能 OK后，能用该域名远程访问设备）。 

 Email设置 

该页面的设置是配合“联动配置”中的“邮件联动”功能使用的，发件人邮箱

地址和密码、收件人邮箱地址、SMTP服务器地址和端口等信息需按格式要求在对应

栏位正确输入，页面上还有其它附加功能： 

 填写多个收件人邮箱，发件人邮箱会同时往多个收件人邮箱中发送邮件； 

 勾选上 功能，收件人邮箱收到的邮件会带有附件，附件内容是对

应通道的联动抓图文件（压缩包格式）； 

 单击“测试邮件”对应栏位的 图标，让发件邮箱往收件人邮箱发送邮

件，成功与否会弹出相关提示 

需注意，使用 Email联动功能需保证网络环境良好，设备能流畅访问外网。 

 高级设置 

 默认路由 

多网卡设备需设置默认路由，通过该网卡设备能访问外网。 

 启用 PPPoE 

需填写正确的 PPPoE用户名和密码，若网络接通，能获取到设备动态地址。 

 启用 UPnP 

默认 RTSP、RTMP、HTTP端口号分别是 554、1935和 80，端口号可修改（修

改内部端口需要重启设备才生效），UPnP状态默认是未生效状态，生效后

会获取到外部 IP地址。 

 管理平台 

该页面是平台协议的启用界面，默认开启 WebServer协议（支持设备远程可被

登录），其它服务根据需要开启。需注意，部分服务启用/禁用需要重启设备。 

3.3.9.4 报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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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模块有 4个页面，以下分别说明： 

 报警输入 

 选择通道和报警器状态； 

 启用“报警处理“功能（默认是未启用）； 

 布防时间&联动方式：选择需要布防的时间区间和联动方式； 

 复制到：将以上进行的配置复制至其他通道。 

 报警输出 

 报警输出：选择需要设置的通道号； 

 输出报警延时：选择报警输出延时的时间或自定义设置； 

 布防时间：选择需要布防的时间区间； 

 复制到：将以上进行的配置复制至其他通道。 

 异常配置 

 异常类型：有 6种类型选择； 

 触发方式：所有类型的触发方式默认都开启了“监视器上报警”和“上

传中心”，其中“硬盘错误”还默认开启了“声音告警”。 

 联动设置 

在该页面可查询/增加/修改/删除所有报警类型和所有通道的联动配置信息。 

3.3.9.5 用户管理 

  修改用户：对选中用户进行用户名、密码、用户类型的修改； 

  添加用户：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删除用户：可删除选中的用户（admin和 default用户除外）； 

  用户权限：对选中的用户进行权限设置，有本地权限与远程权限还有对多通

道进行配置的设置，如要通过 web 端查看预览、录像等，需对远程预览、

配置进行设置，保存。 

3.3.9.6 云台设置 

 该页面是云台参数的设置界面，参数设置正确后，球机才可正常进行云台操作。 

3.3.9.7 热备管理 

 热备功能主要是用于局域网内有多个设备时，其中某个 IVR设备出现异常（死

机、网络异常等），此时热备就会启作用把异常设备的数据移植到热备机上

（主要是备份录像）。工作机恢复正常，就会把数据移植到工作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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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备机和工作机主要是通过网络通讯的，只要通讯中断热备机就开始进入热备

模式开始工作。热备分为普通模式和热备模式两种，工作机是普通模式，

热备机要切换到热备模式。 

 在工作机上配置好热备机的 IP地址、用户名、密码等信息。 

 注意：要同一个型号的设备，模式相同，主要是通道数要一样，设备接入的磁

盘数一致，包括硬盘容量大小，磁盘分组也要一致，设备时间最好同步，

如图： 

 

 

3.3.9.8 设备参数 

该页面上显示了设备的一些基本信息以及常用设置，下面对部分功能进行介绍： 

 二维码：扫描出的是设备序列号； 

 设备名称：可对 IVR设备设置名称 

 产品序列号：IVR唯一序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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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语言：可修改 IVR的系统语言，需重启生效； 

 主显分辨率：可修改 IVR 本地的显示器分辨率（需显示器支持），修改后即时

生效； 

 显示模式：设备支持的预览最大同屏显示路数和最大智能检测通道数（不同型

号的 IVR能力不同），需重启生效； 

 人脸接入模式：有两种：数字+比对机；数字+抓拍机。 

 通道信息显示：有 4种显示方式，修改成功后预览界面设备列表及时刷新； 

 实时回放时间：有 5种时间选择，修改后即时生效； 

 IPC协议管理：即插即用功能的开启/关闭； 

 辅助用户：功能启用/禁用，默认是禁用状态，启用需重启设备； 

 鼠标速度：调节鼠标的移动速度，及时生效。 

 录像码流模式：有两种码流模式，修改后需重启生效。 

 面板类型：有些设备带面板，主要控制显示一些常用功能的开关。 

 485设备：有 3种设备接入模式，修改后需重启生效。 

3.3.10 系统维护 

单击 图标，进入系统配置界面，该界面有 6个模块，以下分别说明： 

3.3.10.1 系统信息 

  设备信息：IVR当前使用的软件版本和硬盘版本 

  码流信息：所有通道的实时子、主码流信息 

  在线用户：当前访问 IVR的用户信息 

3.3.10.2 日志信息 

在该页面上可针对不同类型，不同时间的日志进行查询，日志主类型有“操作”、

“异常”和“报警”这三大主类型，每种主类型对应多种子类型（系统默认是查询

出所有类型的日志），日志时间可按需要进行跨天查询。 

3.3.10.3 配置管理 

   该页面有五个功能按钮，每个按钮功能不同： 

  导出配置：将系统配置导出到 IVR插入的 USB外接存储设备中； 

  导入配置：将 IVR 插入的 USB 外接存储设备中的系统配置文件导入系统中，    

重启设备后导入的配置才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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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恢复默认：按需要选择单项/多项配置，将参数恢复出厂默认值，需要重启设

备后才能生效。 

 备份到硬盘：将系统配置导出到 IVR所接的硬盘内。 

 从硬盘恢复：点击按钮后直接将配置导入到当前 IVR。 

3.3.10.4 系统升级 

 在该页面进行产品的版本升级操作，IVR 的 USB 口需插入装有该产品 update

升级文件的外接存储设备，选中文件后，点击升级即可，升级完成后设备

需要重启 

 注意：升级过程中，本地和远程端请勿进行任何操作，以免造成不可修复错误！ 

3.3.10.5 自动维护 

 该页面只有一个“维护模式”的选项，默认是

“禁用”状态，可切换到“单次”、“每天”

或“每周”，设置好维护时间后，在系统时

间到达维护时间之前的 10s 会弹出提示框

（见右图），10s后到达维护时间系统自动

重启。 

 

3.3.10.6 网络监测 

 网络流量：该页面显示设备的网络状况，可显示当前网络发送与接收速率，当

前使用网口信息、监测状态、类型、mac地址、网卡类型、MTU（网络上传

送的最大数据包）、流量，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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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测试： 

 网络延时、丢包测试：该功能可测试当前网络与想连接的设备或服务器数据传

输状态是否正常； 

 网卡选择：有些设备为双网卡，可自由选择网卡。 

 目的地址：输入用户想连接的 IP地址；如图： 

 

 网络抓包备份：备份抓包数据，需用到移动 u盘之类工具。 

 存放路径：点击浏览可选择在工具内存放的路径。 

 抓包备份：点击抓包备份直接将所抓的包存入已设置好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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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网络操作指南 

4.1 WEB 浏览器操作指南 

4.1.1 网络连接 

 确认网络数字录像机正确接入网络； 

 给电脑主机和 IVR 分别设置 IP 地址、子网掩码和网关。如网络中没有路由设

备请分配同网段的 IP 地址。若网络中有路由设备，则需设置好相应的网关和

子网掩码。网络数字录像机的网络设置见【系统设置】>【网络参数】； 

 请确保 IP 地址设置正确。IP 地址设置完成后可使用系统自带的 ping 工具检

查网络数字录像机是否已正确接入网络。 

4.1.2 控件安装与用户登录注销 

 网络数字录像机正确连接网络后，可通过 IE浏览器登录访问网络数字录像机； 

 可通过网络从 IVR下载安装 IE控件，运行安装控件后，然后在 IE浏览器中输

入网络数字录像机 IP地址、用户名、密码后连接成功弹出以下界面： 

 

 

正确登陆后即可进入网络端预览界面，网络端操作方法详见主机端。 

第五章 手机操作指南 

    本操作指南是针对如何在 Android、iOS系统的手机上安装、使用手机客户端

的操作指导说明。使用本公司产品常用的手机客户端 APP是云眼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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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客户端软件支持 Android 4.0及以上系统版本（手机包括目前市面上的常

用品牌，如华为、小米、HTC等），和 iOS 6.0及以上系统版本。 

☆ 安装及操作说明 

1.进入 IVR网络参数—AI云视频界面，进行扫码下载 APP。 

或从安卓市场中下载当前最新版本云眼 AI安装文件； 

2.进行在线安装； 

3.安装完成后，点击相应的程序图标，打开 APP，见右图。 

注：实际使用中，手机性能和网络状况会影响预览效果。如果网络状况较差，可以

适当降低帧率，保证预览画面的流畅。 

常用按钮对应功能如下： 

功能键 名称 功能详述 

 
添加设备 选择二维码扫描 ID号添加设备 

 
抓拍 抓拍当前通道图像（抓图文件默认保存到默

认的手机的照片目录下） 

 
手动录像 对当前通道进行手动录像（录像文件默认保

存到默认的手机的录像目录下） 

 
音频开关 打开当天通道的音频 

 
对讲开关 打开后可跟 IPC前端进行对讲通话 

 
文件管理 可查看所有抓图和录像文件 

 
录像回放 进入录像回放界面，可对录像进行查看 

 
设置 进入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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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常见故障解决 

 设备无法启动或者不停重启 

可能的原因： 

 网络数字录像机升级了错误的程序造成系统软件被损坏； 

 网络数字录像机主板故障，请联系供应商维修； 

 硬盘故障导致，请更换硬盘； 

 面板程序选择错误，【设置】→【设备参数】→【设置信息】→面板版本。

铝型材面板请选择 MINI.其它塑胶面板请对应选择 01、02、05等； 

 IVR IP地址冲突。 

 无法使用遥控器控制 

可能的原因： 

 请检查遥控器中电池是否已正确安装，特别是正负极性； 

 请检查遥控器中的电池是否还有电量； 

 检查遥控窗口是否被遮蔽； 

 请检查网络数字录像机的遥控地址是否与遥控器地址所匹配。 

 云台无法控制 

可能的原因： 

 RS-485 接口电缆线连接不正确，A、B端口反接； 

 云台解码器类型、协议、波特率、地址位设置不正确； 

 RS-485总线连接云台数量较多存在信号反射，需在远端并联一个 120Ω电阻； 

 主板的 RS-485 接口坏。 

 网络数字录像机预览图像花屏 

可能的原因： 

视频输入制式不匹配，如果摄像机是 NTSC 制式，网络数字录像机采用了 PAL 制

式，就会出现预览图像花屏。 

 网络数字录像机回放图像花屏或无法查询到录像 

可能的原因： 

 程序读取出错，请尝试重启网络数字录像机； 

 硬盘数据因为坏道、坏簇出现错误，请检测硬盘，如硬盘损坏请更换硬盘； 

 网络数字录像机硬件故障，请与供应商联系。 

 无法通过网络连接网络数字录像机 

可能的原因： 

 请检查网络物理连接是否正常； 

 请检查网络数字录像机网络参数配置； 

 请检查网络内是否存在 IP冲突。 

 下载或备份的录像无法正常播放 

可能的原因： 

 没有正确的安装播放器； 

 备份用 U盘或者移动硬盘文件系统错误； 

 没有安装 DX9.0以上版本图形加速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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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IVR常见问题 

① 我的“移动侦测报警”、“遮挡报警”、“视频遮挡”这几个功能设置正确，但

怎么不行呢？ 

因为你的 IPC使用的是 ONVIF协议目前不支持这几个功能。 

 

② 没搜索到 IPC，怎么回事？ 

可能是你的 IVR或者 IPC没正确接入网络，尝试用 ping命令去检测一下设备

有没有正确接入网络，也检查一下 IP是否有冲突。 

 

③ 出图像的时间好长 

不同牌子不同型号的 IPC 从保存到出现图像的时间是会有差异的，一般不会

超过一分钟，但也有极少型号用的时间较长 

 

④ 保存之后一直都没有出图像 

可能是用户名和密码错误，也有可能是使用的摄像枪有的是私有协议导致兼

容性有问题。建议使用支持本公司的 i8协议和国际通用的 ONVIF协议的网络

摄像枪。 

 

⑤  某个图像已经有录像提示了，双击之后也有图像，但是多通道预览的时候没

有图像 

右键点击那个通道，点击出来的菜单中的“远程配置”，中间有个模式的下拉

菜单选项，试一下将主码流调到子码流，然后保存。如果还是分屏预览没有

图像，那么可能是子码流调太高了，建议调到 1m以下 

 

⑥  某个图像多通道预览时有图像且正常，双击单画面时黑屏或图像卡住不动，

无法回放录像。 

请检查你的 IPC是否为 1080P，如果是，再点击【设置】→【设备参数】→【模

式】，检查有无选择 1080P模式。1080P的视频接入到 720P的通道模式下，只

能显示子码流。请将 1080P的 IPC接入指定通道。选择正确模式重启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