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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通告 

如需进一步了解关于 Pelco 产品的特定重要通告和相关信息，请参阅 www.pelco.com/legal。 

规章条例通告 

本设备符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章第 15 节的限制标准。操作该设备受下述两个条件的影响：(1) 本设备
可能不会产生有害的干扰，而且 (2) 本设备必须接受任何接收到的干扰，包括可能引起意外性能的干扰。 

无线电和电视干扰 

本设备经测试，确认符合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规章第 15 章对 A 级数字设备的限制标准。此类限制旨在提
供合理保护，防止设备在商业环境中操作时受到有害干扰。本设备产生、使用并可能发射射频能量，如果
不按说明手册安装和使用，则有可能会对无线电通讯造成有害干扰。在住宅区操作此设备可能会引起有害
干扰，这种情况下，要求用户自费纠正这种干扰。 

按照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的规定，未经该设备的制造商或注册者明确批准的任何改变和修改都可能使您
操作该设备的权利失效。 

CAN ICES-3 (A)/NMB-3(A). 

韩国 A 级 EMC 
 

 

保修声明 

如需了解关于 Pelco 的产品保修和相关信息，请参阅 www.pelco.com/ warranty。 

UL 安全通告 

本产品应由标有“L.P.S.”（或“有限电源”）的认证电源装置供电，且额定输出为 24V（交流），50/60Hz，
最小电流 1.28 A 或 48 V（直流），最小电流 0.35 A。 

本产品应由有资质的服务人员安装，且安装应符合本地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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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下一代 Sarix® IBE 系列 IP 摄像机采用 SureVision 3.0 技术，可利用同步运行的 Pelco 的宽动态范围 
(WDR) 和抗晕光技术无缝提供先进的低照度性能。这些技术都应用于 Pelco Enhanced (E) 系列摄像机，
可以提供业界领先的图像质量和性能。 

下一代 IBE 系列子弹型摄像机易于安装，提供灵活的安装选择，可使用标准 Web 浏览器轻松实现远程设
置与管理。 

下一代 IBE 系列子弹型摄像机可以轻松连接 Pelco IP 和混合系统，如 VideoXpert™、Endura® 版本 2.0
（或更高版本）以及 Digital Sentry® 版本 7.3（或更高版本）。本摄像机还符合 ONVIF Profile S、Profile 
G 和 Profile Q 规范，便于连接第三方软件。Pelco 提供应用程序编程接口 (API) 和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用于连接 Pelco 的 IP 摄像机。 

本文档描述安装和初始设置程序，以便开始操作摄像机。有关操作摄像机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产品特定的
操作手册。 

注意：如需了解关于英文和其他语言产品文档的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pelco.com/sarix 并导航至下一代 
IBE 系列球形摄像机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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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IBE129-1I  室内，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1MPx，白色 
IBE129-1R 室外，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1MPx，浅灰色 
IBE229-1I  室内，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2MPx，白色 
IBE229-1R 室外，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2MPx，浅灰色 
IBE222-1I  室内，9 ~ 22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2MPx，白色 
IBE222-1R 室外，9 ~ 22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2MPx，浅灰色 
IBE329-1I  室内，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3MPx，浅灰色，白色 
IBE329-1R 室外，3 ~ 9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3MPx，浅灰色 
IBE322-1I  室内，9 ~ 22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3MPx，白色 
IBE322-1R 室外，9 ~ 22 毫米焦距范围，有红外线照明，3MPx，浅灰色 

推荐的安装架 
IBEPLMT-E 支杆安装架，室外，浅灰色 
IBEWLMT-E 墙壁安装架，室外，浅灰色 
IBEWLMT-I 墙壁安装架，室内，白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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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开启设备 
在安装设备之前，请充分了解本手册安装部分的信息。 

注意： 

• Pelco 建议将设备与使用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服务器进行设备寻址的网络相连。 

• 不要在配置摄像机的网络设置时使用网络集线器。 

• 为确保安全访问，将设备与网络连接时，将其放在防火墙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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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型摄像机图解 

提供的零件清单 

数量 说明 

1 子弹型摄像机 

1 电源端子块 

1 警报器端子块 

5 M4 自攻螺钉 

5 塑料螺钉锚 

1 Torx T20 紧固批头 

1 下一代 IBE 系列球形摄像机安装手册 

1 重要的安全使用说明书 

1 资源表 

用户提供零件清单 

除用于视频安全安装所需的标准工具和电缆外，您还需准备以下物品： 

数量 说明 

1 有 RJ-45 接口的 Cat 5（或更高规格）的电缆；确保为您的应用程序端接电缆（PoE 或非 PoE） 

1  2 号十字螺丝刀 

1  microSD 卡，最大 128 GB SanDisk Extreme® PLUS SDHC™ UHS-I microSD 卡 

1 适用于提供的紧固批头的螺丝刀（1/4”六角螺丝刀） 

1  警报器电缆（选配件） 

1 音频电缆（选配件） 

产品标签 

产品标签列出了型号、日期代码、序列号以及媒体访问控制 (MAC) 地址。设置时可能需要该信息。
产品标签位于摄像机底部和产品盒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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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下一代 IBE 系列子弹型摄像机 

 

(1) 安装基座：使用安装基座来表面安装摄像机，或使用某一种选配的安装附件（支杆安装架或墙壁安装
架）来安装摄像机。 

(2) 安装螺钉：确定摄像机的目标安装位置后，使用两颗固定螺钉之一加以紧固。 

(3) SD 卡访问：自带的微型 SD 卡，最大存储容量为 128 GB。 

(4) 红外线和摄像机状态 LED：下一代 IBE 系列球形摄像机包含最远可达 30 米的自适应红外线照明。
沿摄像机外缘环形分布着 LED 灯。 

下一代 IBE 系列球形摄像机还包含一个摄像机状态 LED，打开电源时呈现红色，在启动过程中变为
绿色闪烁，然后在摄像机正常运行时熄灭。 

(5) 摄像机镜头：内置，变焦，3-9 毫米或 9-22 毫米镜头。 

(6) 遮阳罩： 塑料遮阳罩可遮蔽光线，还有助于进行热量控制。 

(7) 螺钉：两颗螺钉，用于在调整后固定遮阳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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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 

MicroSD 卡槽和默认按钮 

将 microSD 卡插入到卡槽中来存储视频和快照。不要在摄像机电源打开时取出 microSD 卡。 

 

1. 使用一字螺丝刀拆除覆盖摄像机侧面访问孔的圆形盖板。 

 

 

2. 使用 Torx 十字螺丝刀拧开内部盖板。  
 

 
注意：要使用 microSD 卡全天候连续记录，请联系 microSD 卡制造商了解关于其可靠性和预期寿命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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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按钮位于内部盖板下方，与 microSD 卡槽并排。使用此按钮可将摄像机重置为出厂默认设置。 

 

 

3. 在摄像机电源打开时，使用适当的工具按住默认按钮至少 20 秒可将摄像机还原为出厂默认设置。重新

安装内部金属盖板和外部圆形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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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用电缆 

 

 
否 电缆 引脚 定义 备注 

1 以太网 –   

2 音频 I/O 绿色 音频输出 双向音频传输 

粉色 音频输入 

3 警报 I/O 

（5 位端子块） 

1 警报输入 2 + 警报连接 

2 警报输入 –（通用） 

3 警报输入 1 + 

4 警报输出 –  

5 警报输出 +  

4 电源（直流 12V/交流 24V） 

（2 位端子块） 

1 直流 12V – 交流 24V 电源连接 

2 直流 12V + 交流 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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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电缆连接 

连接电缆之前，确保所有电缆和电源适配器均被放在具有良好防水性能的干燥环境（例如防水箱）中。 

 

电源连接: 

将直流 12V/交流 24V 适配器连接到合用电缆的 2 引脚端子块和电源插座上。或者，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合用

电缆的以太网接口上，并且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到 PoE 电源中。建议不要使用双电源。 

 

以太网电缆连接： 

将以太网电缆的一端连接到合用电缆的以太网接口上，并且将电缆的另一端插入到网络交换机或 PC 中。 

 

注意：将摄像机直接连接到 PC 时，可能需要使用以太网跨接电缆。 

 

注意：检查链路指示灯和活动指示灯 LED 的状态。如果 LED 未点亮，请检查 LAN 连接。绿色链路灯表示网

络连接良好。橙色活动灯闪烁表示有网络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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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摄像机 
 可使用以下一种安装方法来安装下一代 IBE 系列子弹型摄像机： 

1. 摄像机可直接安装在墙壁上。 

• 请参阅表面安装：天花板或墙壁部分。                                                                                                                                                                                                                                                                                                                                                                                                                                                                                                                                                                                                                                                                                                                                                                                                                                                                                                                                                                                                                                                                                                                                                                                                                                                                                                                                                                                                                                                                                                                                                                                                                                                                                                                                                                                                                                                                                                                                                                                                                                                                                                                                                                                                                                                                                                                                                                                                                                                                                                                                                                                                                                                                                                                                                                                                                                                                                                                                                                                                                                                                                                                                                                                                                                                                                                                                                                                                                                                                                                                                                                                                                                                                                                                                                                                                                                                                                                                                                                      

2. 使用墙壁安装架连接盒（选配的附件）安装。 

• 请参阅墙壁安装架附件：使用室内 (IBEWLMT-I) 和室外 (IBEWLMT-E) 墙壁安装架安装部
分。 

3. 使用支杆安装架连接盒（选配的附件）安装。 

• 请参阅支杆安装架附件：使用室外 (IBEPLMT-E) 支杆安装架安装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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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安装：天花板或墙壁 
安装指南 
可使用集成的 2 轴可调安装支架将下一代 IBE 系列球形摄像机直接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 

 

1. 将摄像机放在安装位置上。在天花板或墙壁上，标记摄像机的两个螺钉孔的位置。 

 

如果螺钉孔被摄像机机身阻挡，请松动下图中显示的 3 颗螺钉，但不要拧下这些螺钉。然后旋转摄

像机机身以到达螺钉孔位置。 

 

 

 

2. 在两个标记的孔中央，绘制一个直径 30 毫米的电缆接入孔并将其钻通。然后钻一个螺钉孔（必要时也

可以使用提供的塑料螺钉锚） 

3. 将合用电缆穿过电缆接入孔。请参阅“摄像机电缆连接”部分了解电缆连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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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摄像机与孔（或塑料螺钉锚）匹配。使用提供的 M4x31 自攻螺钉紧固摄像机。 

5. 使用 Torx 螺丝刀松动下图中显示的两颗螺钉。不要拧下螺钉。旋转摄像机，使其指向所需的方向。最

后，拧紧这两颗螺钉，将摄像机安装牢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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墙壁安装：使用室内 (IBEWLMT-I) 和室外 (IBEWLMT-E) 墙壁安

装架安装 
 
提供的零件清单 

数量 说明 

1 墙壁安装接线盒 

 3 塑料螺钉锚 

3 M4 x 25 毫米自攻螺钉 

5 M4 x 12 毫米机螺钉 

3 防水垫圈 

 

用户提供零件清单 

数量 说明 

1 子弹型摄像机 

1  以太网电缆 

1  电源电缆（没有 PoE 时是必要的） 

2  警报器电缆（选配件） 

3  音频电缆（选配件） 

1 Torx T20 紧固批头（随摄像机提供） 

1  钻孔工具 

1  十字和一字螺丝刀 

1  适用于紧固批头的 ¼”六角螺丝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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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指南 

1. 使用螺丝刀松动下图中的两颗螺钉，取下墙壁安装接线盒（IBEWLMT-I 或 IBEWLMT-E）盖板。 

 
 

2. 将墙壁安装接线盒放在首选安装位置。在墙壁上标记下图所示的两个螺钉孔位置。在每个标记的螺钉孔

处钻孔，如有必要，将塑料螺钉锚插入到钻通的孔中。 

 

3. 将提供的防水垫圈放在两个螺钉孔上。使墙壁安装接线盒上的两个螺钉孔与安装位置上的塑料螺钉锚（如

果使用）匹配。然后使用提供的 M4 嗯自攻螺钉将墙壁安装接线盒紧固到墙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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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略微松动电缆夹。从墙壁安装接线盒盖板的电缆接入孔中取出橡胶插头的内部部分。 

 

5. 将摄像机的合用电缆接口逐一穿过电缆接入孔。 

 

 

6. 打开背面的橡胶插头。放上电缆并将橡胶插头插回电缆接入孔中，然后使用一字螺丝刀通过顺时针旋转

旋钮来拧紧不锈钢夹具。确保合用电缆与电缆接入孔之间没有空隙。 

 

 

7. 使外部电缆通过侧面或背面的线管孔进入连接盒中。如有必要，可拧下硬币插头来接近线管孔。将插头

移动到未使用的线管孔中。连接电缆。 

8. 在线管与墙壁安装接线盒盖板之间进行密封。 
9. 整洁地排列合用电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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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适当调整墙壁安装接线盒盖板的位置，然后紧固两颗螺钉来拧紧盖板。 

 

注意：固定墙壁安装接线盒盖板时，必须将两个箭头标记相互对齐，以确保盖板适当对齐。 

 
11. 使摄像机上的两个螺钉孔与墙壁安装接线盒盖板上的螺钉孔对齐，然后使用 M4 机螺钉紧固摄像机。水

平安装时，排水孔应朝下。 

 
12. 旋转摄像机，使其指向所需的方向，然后拧紧两颗安装螺钉，如下图所示。墙壁安装接线盒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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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杆安装：使用室外 (IBEPLMT-E) 支杆安装架安装 

提供的零件清单 

数量 说明 

1 支杆安装接线盒 

 5 M4 x 12 毫米 机螺钉 

 2 不锈钢圈 

注意：提供的不锈钢圈适用于直径 70 至 180 毫米的立柱。 

用户提供零件清单 

数量 说明 

1  球形摄像机 

1 以太网电缆 

1 电源电缆（没有 PoE 时是必要的） 

1 警报器电缆（选配件） 

1 音频电缆（选配件） 

1 十字和一字螺丝刀 

安装指南 

1. 松动下图中的两颗螺钉，取下支杆安装接线盒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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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支杆安装接线盒盖板的电缆接入孔中取出内部橡胶插头。 

 

3. 将摄像机的合用电缆接口逐一穿过电缆接入孔。 

 
 

4. 将橡胶插头插回电缆接入孔中，然后使用一字螺丝刀通过顺时针旋转旋钮来拧紧不锈钢圈。确保合用电

缆与电缆接入孔之间没有空隙。 

 

 

5. 将必要的电缆（例如以太网电缆）（下图中的 1 号和 2 号）连接到合用电缆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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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整洁地排列合用电缆。 
7. 适当调整支杆安装接线盒盖板的位置，然后紧固两颗螺钉来拧紧盖板。 

 
注意：固定支杆安装接线盒盖板时，必须将两个箭头标记相互对齐，以确保盖板适当固定。 

 
8. 使摄像机上的两个螺钉孔与支杆安装接线盒盖板上的螺钉孔对齐，然后使用 M4 机螺钉紧固摄像机。水

平安装时，排水孔应朝下。 

 
9. 使用一字螺丝刀通过逆时针旋转不锈钢圈上的旋钮使其松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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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不锈钢圈插入到支杆安装接线盒背面的孔中。

注意：在支杆上安装支杆安装接线盒时，电缆接入孔必须在底面上，以确保其防水。

11. 将支杆安装接线盒放在首选安装位置。使不锈钢圈环绕立柱，并使用一字螺丝刀顺时针旋转旋钮，直到

不锈钢圈牢牢拧紧为止。

12. 旋转转像机，使其指向所需的方向，然后转转螺转，如下转所示。支杆安装接线盒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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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端接

适用于 PoE 的以太网布线要求 

将 Cat5 电缆或更高规格（Cat5e、Cat6）的电缆（不提供）与 RJ-45 网络端口相连。8 引脚端口的用途
包括摄像机的以太网视频传输和 PoE。PoE 通过传输网络数据的相同电缆注入电力，因此不需要单独的电
源。这样不但可以简化摄像机的安装和操作，也不至于影响网络性能。

表 1 引脚定义 

PoE 模式 A PoE 模式 B 

引脚 功能 引脚 功能

1 TxRx A + 直流电 + 1 TxRx A + 

2 TxRx A - 直流电 + 2 TxRX A - 

3 TxRx B + 直流电 - 3 TxRx B + 

4 TxRx C + 4 TxRx C + 直流电 + 

5 TxRx C - 5 TxRx C - 直流电 + 

6 TxRx B - 直流电 - 6 TxRx B - 

7 TxRx D + 7 TxRx D + 直流电 - 

8 TxRx D - 8 TxRx D - 直流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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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 地址设置 
如果摄像机与动态主机配置协议 (DHCP) 网络相连，并且 DHCP 设为 On（开启），服务器会自动给摄像
机分配 IP 地址。摄像机的默认设置为 DHCP On（DHCP 开启）。将 DHCP 设为 Off（关闭）后，可以
手动设置摄像机的 IP 地址。 

注意：当 DHCP 开启但找不到 DHCP 服务器时： 

• 下一代 Sarix 增强型摄像机将同步支持两种 IP 寻址模式：169.254.x.x 和 192.168.0.x（从
192.168.0.20 开始）。

o 子网掩码 255.255.0.0 上的默认 IP 地址  会自动分配为 169.254.x.y，其中 x 和 y 将随机选
取 0 至 255 之间的值。请注意，系统不会向相同子网上的多台摄像机分配相同的 IP 地址，
以免 IP 冲突。

o 设备的默认设置是 255.255.255.0 子网上的 192.168.0.20 地址。如果网络上已使用了
192.168.0.20，Sarix 设备将逐一递增地址号码，直到找到未使用的地址为止（例如，如果
192.168.0.20 已使用，则递增为 192.168.0.21）。

登录摄像机

登录摄像机后，您可以从 Web 用户界面观看视频。 

1. 打开 Web 浏览器。

2.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键入摄像机的 IP 地址。如果您不知道摄像机的 IP 地址，请使用 Pelco Device
Utility 软件找出。

3. 以设备的初始现成状态访问设备时，系统将提示您设置初始管理员帐户凭证。

注意：初始现成状态也称为“出厂默认状态”。 

出厂默认状态：

ONVIF Profile Q 规范要求摄像机在出厂默认状态下无需认证即可接受任何命令。在这个初始状态下，没有
定义任何用户，如果通过 Web 界面访问摄像机，系统将提示您设置初始管理员帐户。 

创建初始管理员帐户后，摄像机应立即请求登录凭证，并且应开始要求适用于 ONVIF API 请求的凭证。 

设置初始管理员帐户提示时单击取消按钮可以临时绕过初始登录流程，无需凭证即可继续配置摄像机。当
会话变为不活动状态（例如超时）或启动另一个会话时，摄像机将再次提示您设置初始管理员帐户。

4. 单击“登录”。

Pelco 故障诊断联系信息 

如果提供的说明不能解决您的问题，请致电 1-800-289-9100（美国和加拿大）或 +1-559-292-1981（国
际）联系 Pelco 产品支持部寻求协助。致电时确保提供序列号和型号。 

不要试图自己维修该设备。仅限由合格的技术人员进行维护和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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