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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安全指示 

1. 請閱讀本指示書。

2. 請妥善保留本指示書。

3. 留心所有警告標示。

4. 請遵照所有說明指示。

5. 請使用乾布擦拭攝影機。

6. 不要阻塞任何通風處。安裝步驟請參照使用手冊。

7. 不要安裝靠近在有熱源的地方像是散熱器，暖氣機出風口，暖爐等其他發熱的產品。

8. 請保護電源免被踩踏或擠壓，特別是插頭，插座和從設備引出去的輸出點。

9. 僅使用製造商指定的附件/配件。

10. 僅搭配製造商設備規定或隨機的推車、架子、三腳架、支架或桌子一起使用。當使用推車時，請小心移動推車/設備組合，以

避免翻倒而受到傷害。

11. 將所有的維修交付給合格的維修人員。維修是必要的，當設備已損壞在任何方式，如電源線或插頭損壞，液體濺入或物件掉

入設備內，設備被雨淋或受潮，或被摔壞，導致不能正常工作。

12. 安裝必須由專業合格的人員進行，並符合所有當地法規。

13. 除非該設備特別標記為 NEMA 類型 3、3R、3S、4、4X、6 或 6P 防護外殼。否則它是專為室內使用，並且不能安裝在雨淋

和潮濕地方。

14. 僅參照安裝方法和材料必須能夠承受四倍載重。

15. 使用不銹鋼材質將配件固定到室外表面。

16. 當安裝一個戶外樣機在屋頂或牆壁上時，為了防止漏水造成的損壞，請在支架和本體之間螺牙表面縫隙塗上密封膠。

警告： 這些維修指示是給專業合格的維修人員參考。為了減少觸電的風險，請勿擅自對設備進行任何維修，除非你具有資格。 

只能使用 Pelco 推薦的替換零件。 

產品和/或手冊中具有以下標記： 

 這個符號表示著該設備有可能發生觸電的風險。 

警告： 有觸電的風險。 請不要打開。 

這個符號表示著對設備有重要的操作和維修指南說明。 

警告：危險移動物件。請勿用手指和身體接觸此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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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 高電流。連接電源之前必須將設備接地。 

符號表示 Class II 雙重絕緣裝置。 

警告： 本產品很容易受靜電（ESD）影響。為了避免靜電（ESD）傷害本產品，在安裝過程中使用 ESD 安全的

做法。在觸控，調整或操作該產品，正確地將 ESD 腕繫到您的手腕並適當地放出電透過身體和工具。更多資訊關

於 ESD 操作和電子設備的安全處理慣例，請參閱 ANSI / ESD S20.20-1999 或接洽 ESD 協會（www.esd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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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聲明 

使用須知 

該設備遵從 FCC 規範第 15 項條款製造。操作本設備必須遵從以下兩個條件：（1）不對周圍環境產生有害干擾。（2）該設備

須接受任何收到的外部干擾，包括可能影響該設備正常工作的干擾。 

廣播和電視信號的干擾 

根據 FCC 規範第 15 項，本設備經過測試，符合數位設備 A 級標準。這些標準為在商業區安裝提供了有效的保護，該設備會產生、

使用、和發射電磁波，如不按照說明書安裝使用，可能會對無線電通信造成干擾。在住宅區使用該設備很有可能會產生有害干擾，

用戶需自費修復干擾。 

任何未經許可的改變或修改都可能有損使用者對本設備的操作許可權。 

為遵守 FCC 條款，該設備必須使用遮罩電纜。使用不規範的器材或暴露電纜將可能導致廣播和電視信號接收產生干擾。 

本 A 級電子設備符合加拿大 ICES-003 規範要求。 

Cet appareil numérique de la classe A est conforme à la norme NMB-003 du Canada. 

KCC 認證 

韓國 A 級 EMC 

保固證明 

如欲瞭解 Pelco 的產品保固及相關資訊，請參閱 www.pelco.com/warranty。 

法律聲明 

PELCO 設備包含、和軟體支援,音訊/影像和錄音等功能,如使用不當可能使您受到民事和刑事處罰。使用這些功能所涉及到的相關

適用法律可能因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不同，除此之外，還可能需要被監控的物件的書面表達同意書。請您全權負責並保證將嚴格遵

守相關法律，嚴格遵守任何/所有的隱私權和動產。使用本設備和/或軟體進行非法監視或監測應當被視為違反了未經授權使用最

終使用者軟體協定，將導致您的使用許可權利立即終止。 

音訊聲明 

注意：本設備的音訊/影像和錄音等功能,如使用不當可能使您受到民事和刑事處罰。使用這些功能所涉及到的相關適用法律可能

因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不同，除此之外，還可能需要被監控的物件的書面表達同意書。請您全權負責並保證將嚴格遵守相關法律，

嚴格遵守任何/所有的隱私權和動產。 



8 

影像品質警告 

選擇圖像幀率注意事項 

Pelco 監控系統能夠即時影像和重播高品質的影像。然而，該監控系統也可選擇低品質的影像模式，這可能會降低圖像品質，降

低資料傳輸速度和減少視頻資料存儲量。降低解析度或減低圖像幀率，或兩者同時降低，將導致圖像品質降低。降低解析度可能

導致圖像不清楚甚至難以識別。降低圖像幀率，每秒播放更少的幀率，這將導致視頻重播期間影像中跳躍或移動的速度比正常的

速度要快。低幀率可能會導致系統沒有記錄到一個關鍵事件。 

為使用者起見，判斷產品的適用性僅為使用者的責任。使用者應根據自己的特定應用，所需幀率和圖片品質來確定產品的適用性。

如果使用者打算將拍攝的視頻用在司法程式或在其他方面作為證據，應向律師諮詢相關特定需求。 

開放資源軟體 

本產品包含的開放資源或其他軟體來自第三廠商，受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GPL)，GNU Library/Lesser General Public 

License (LGPL)和不同的和/或額外的版權許可、免責聲明、通知的限制。 

GPL，LGPL 和其他一些許可證的確切條款將隨產品一起提供給您。請登錄 http://www.fsf.org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或 

http://www.opensource.org (Open Source Initiative) 參閱的相關確切條款，你可能會獲得一個完整的相應的機器可讀的原始程式

碼軟體的副本，或發送你的請求到 digitalsupport@pelco.com；主題為原始程式碼的請求(Source Code Request)。然後，您將收

到一封提供下載原始程式碼的連結的電子郵件。 

該軟體 3 年內有效，以 Pelco 產品銷售資料為準。 

網路拓撲聲明 

重要提示，請仔細閱讀。這裡僅提出了表現網路通用方法，並不打算顯示詳細的網路拓撲結構。根據您的實際網路環境，需要變

更或者增加額外的網路設備，以適應所示系統。請聯繫你的當地 Pelco 銷售代表提出您的特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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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此使用手冊主要講述了攝影機的安裝及操作，包括攝影機的主要特性、功能和功能表詳細說明。使用者可從手冊獲

取以下資訊。 

請仔細閱讀並瞭解相關資訊。 

 產品概述：介紹了此攝影機的主要功能和系統需求。

 安裝及連接攝影機：講述了如何安裝和連接攝影機。

 管理和配置：詳細解釋了導航功能表和控制項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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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產品概述

1.1 尺寸大小 

該 Spectra®專業系列室外型高速球網路攝影機有幾種安裝方式。圖 1-1 為 Spectra®網路高速球攝影機的裸機尺寸大小展示圖。 

括號中的數值單位為英吋; 其它數值的單位均為厘米。 

圖 1-1: 外觀尺寸 

PTZ 半球室內天花板安裝 PTZ 半球室外天花板安裝 

PTZ 半球室內/外垂吊式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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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外觀特徵 

圖 1-2: 攝影機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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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 1: 攝影機介面定義 

項目# 名稱 描述 

1 音頻輸入（黑/白） 連接麥克風，對攝影機進行錄音。 

2 24VAC 電源輸入端子 
連接電源，請注意連接至正確的電源端口。如使用 PoE+供

電則不需要再使用此端子。 

3 RJ-45 

連接 RJ-45 接頭/PoE+。用網路線連接 RJ-45 接頭到標準網

路設備或將 RJ-45 接頭連接到相容 PoE+的網路設備，即可

通過乙太網路供電。 

4 警報＆繼電器端子 連接外部設備可觸發警報信號和響應警報輸出信號。 

5 預設值按鈕 長按此按鈕 5 秒恢復攝影機出廠預設值。 

6 重置按鈕 按此鈕重置攝影機。 

7 SD 卡槽 

插入 micro SD 卡儲存影像文件。為了能夠完全的相容 ONVIF 

API，強烈建議使用 32GB SanDisk Extreme® PLUS 

microSDHC™ UHS-I 卡，而且必須是一張未使用過的新卡或

者進行預前格式化處理，以便用於本地端儲存。1 

注意 1. 電源端子/轉換器和現場接線應符合 Class 2 電路認證標準，防止電路發生火花確保安全和
提共安全保護對抗雷擊。

2. 對室內系列機種，產品應是通過 UL 認證的供電設備並標有“L.P.S”（或＂限功率電源
＂）標誌，額定輸出最小為 48Vdc，600mA 或 24Vac，1.1A。此設備需由專業人員進行
安裝並確保此安裝符合當地法規。

3. 對室外系列機種，如果電源設備安裝在戶外，則產品應是通過 class 2/LPS 電源，防雨/

不漏雨的認證或者符合 UL60950-1 第 1 和 22 部分規範，要求額定輸出為 48Vdc，600mA

或 24Vac，1.1A。此設備應需由專業人員進行安裝，接線方式也應符合 class 2 電路的國

家電器規範第 725 條和 300 條規定。

1 在安裝 micro SD 卡時，是需要拆裝攝影機。詳細資訊請參照第 14 頁面Error! Reference source not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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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安裝和連接攝影機

2.1 標準配備 

檢查內盒所有物品與清單所列示是否相符合。除了此份使用手冊，還應包含以下物品： 

 高速球網路攝影機（室内或室外） x1 

 底座盒（垂吊安裝或天花板） x1 

 半球上蓋含圓罩（室内/外、垂吊式或天花板機種對應半球有不同） x1

 CD 包含使用手册和快速安裝指南 x1 

 紙本的快速安裝指南 x1 

 2-pin 接線端子（24VAC 電源端子） x1 

 3-pin 接線端子（音頻埠） x1 

 8-pin 接線端子（警報/繼電器輸出埠） x1 

 T-20 梅花一點心螺絲起子 x1 

 MAC 地址標籤 x1 

 定位貼紙（天花板使用） x1 

 防黏著劑（垂吊式安裝使用） x1 

如有任何遺漏或損壞的項目，請接洽攝影機經銷商。 

2.2 選購配件 

 LDP-PWH-0: LOWER DOME PRO PENDANT WHITE SMOKE

 LDP-PWH-1: LOWER DOME PRO PENDANT WHITE CLEAR

 LDP-FWH-0: LOWER DOME PRO FLUSH WHITE SMOKE

 LDP-FWH-1: LOWER DOME PRO FLUSH WHITE CLEAR

 LDP-ESR-0: LOWER DOME PRO ENV PDNT SR GRAY SMK

 LDP-ESR-1: LOWER DOME PRO ENV PDNT SR GRAY CLR

 LDP-YSR-0: LOWER DOME PRO ENV FLSH SR GRAY SMK

 LDP-YSR-1: LOWER DOME PRO ENV FLSH SR GRAY CLR

2.3 安裝 

安裝前，請準備相關工具： 

 鑽孔機

 剪線鉗

 鉅子（天花板安裝使用）

 導管/出線管（應用在防水安裝）

 出線管轉接口（如果需要）

 RJ-45 連接器

 Cat5（或更高級）網路電線

 24 AWG，8 芯線（如使用警報、繼電器、音頻輸入輸出）

2.3.1 檢查外觀 

2.1 標準配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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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拆解攝影機 

如需操作攝影機的某些功能，如 SD 卡安裝/移除，使用者需要先拆卸攝影機相關零件。請遵照以下步驟說明，拆卸攝影機： 

1. 使用 T20 梅花一點心螺絲起子鬆開上蓋兩顆螺絲（螺絲起子已提供）。

2. 輕輕拿起上蓋，將其從攝影機機身上移除並放置在一邊。

3. SD 卡槽位於 lens IOP 模組背面，細節請參考參考第 11 頁面1.2 外形特徵。

圖 2-1：拆解攝影機 

2.3.3 接線 

翻轉攝影機機身可看到 I/O 埠，根據需要連接相關端子： 

 24VAC：接交流 24V 電源。 

 PoE+：將 RJ-45 接頭連接到相容 PoE+的網路設備，即可通過乙太網路供電。 

 網路：用網路線將 RJ-45 接頭連接到交換機的 RJ-45 網路埠，即可實現網路中資料的傳輸。 

 警報、音頻輸入/輸出：根據需要將音頻介面和警報介面插入攝影機上的對應埠。 



15 

注意  線材管理：為避免網路線長度不夠，在連接網路線到網路接頭時，建議預留約 10mm 的網路線長度

用以連接至 RJ-45 網路埠。

 集線扣：I/O 埠周圍有 4 個集線扣，接線完成後可以將相關線材纏繞在集線扣上，減少線材互相拉

扯，更方便安裝機身至底座盒。

圖 2-2：接線端子 

2.3.4 安裝攝影機 

使用者可選擇以下方式安裝 PTZ 半球攝影機： 

 使用導管/出線管垂吊安裝 （參閱 2.3.4.1）

 使用 Pelco 支架垂吊安裝 （參閱 2.3.4.2 使用 Pelco）

 天花板安裝（參閱 2.3.4.3 ）

2.3.4.1 使用導管/出線管垂吊安裝 

當導管/出線管已鋪設在牆上，垂吊安裝是使用導管/出線管和 PTZ 攝影機安裝在天花板上。 

1. 安裝導管（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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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底座盒連接到導管上。（如安裝在溼氣比較大或者容易淋雨的地方，請選用防水導管。）

注意：如果底座盒和導管之間是螺紋介面，請在表面處塗抹防黏著劑，否則使用一段時間後很難拆卸分離。使用者還可以在

表面處使用防水膠帶，防止水滲透損壞設備。

圖 2-3：室內/外垂吊安裝接線 

3. 將所有線材穿過導管和底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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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攝影機機身：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2）連接到攝影機機身上（圖示 #3），如下圖所示。（對齊攝影機機身和底座盒

上的紅點）：

 #2 連接#3 

 #1 連接#4（下一步） 

圖 2-4：室內/外垂吊安裝對齊 

b. 攝影機機身和安全線接好後，連接電源線和其他 I/O 接線。線材較長的可以纏繞在集線扣上，減少線材互相拉

扯。

c. 將攝影機按壓卡入底座盒兩側的彈片中，確保兩側正好嵌入，短暫固定攝影機機身。

d. 鎖入 3 個螺絲固定孔，確保固定攝影機。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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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裝半球上蓋：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1）接到半球上蓋上（圖示#4），如下圖所示：

b. 將底部半球上蓋安裝至底座盒上。

c. 鎖緊螺絲，固定半球上蓋和底座盒。

圖 2-5：室內/外垂吊安裝對齊 

6. 接通電源即完成一系列安裝配置。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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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使用 Pelco 支架垂吊安裝 

使用 Pelco 支架垂吊安裝也就是使用 Pelco 支架將 PTZ 攝影機安裝到牆壁上。 

1. 將垂吊安裝底座安裝到牆壁上（底座不提供）。請參閱底座安裝操作說明。

2. 防水接頭安裝到垂吊安裝底座盒上，從底座盒下方將螺帽鎖到防水接頭上，然後鎖緊螺帽。

注意：室外垂吊安裝時需要注意防水保護，需選配以下附件：下圖所示的防水接頭和螺帽。在底座盒固定到垂吊導管上之前，

應先將 3/4”防水接頭和螺帽（分開出售）安裝到底座盒上，這樣電纜線才能完全密封，不會出現漏水問題。

①

②

圖 2-6：防水接頭&螺帽 

3. 在底座盒上螺紋處塗上防黏著劑，然後將底座盒安裝到垂吊支架上。

注意：室內和外界環境安裝都需要使用防黏著劑，否則使用一段時間後很難拆卸分離。使用者還可以在表面處使用防水膠帶，

防止水滲透進去損壞機器。

圖 2-7：室內/外垂吊安裝接線 

4. 從垂吊安裝導管和底座穿接線材，然後將所有線材放置在底座盒中。

① 防水接頭

② 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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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安裝攝影機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2）連接到攝影機機身上（圖示 #3），如下圖所示。（對齊攝影機機身和底座盒

上的紅點）：

 #2 連接#3 

 #1 連接#4（下一步） 

圖 2-8：室內外垂吊安裝對齊 

b. 攝影機機身和安全線接好後，連接電源線和其他 I/O 接線。線材較長的可以纏繞在集線扣上，減少線材互相拉

扯。

c. 將攝影機按壓卡入底座盒兩側的彈片中，確保兩側正好嵌入，暫時固定攝影機機身。

d. 鎖入 3 個螺絲固定孔，確保固定攝影機。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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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底部半球上蓋：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1）接到半球上蓋上（圖示#4），如下圖所示：

b. 按照底座盒和半球上蓋上紅點位置對齊螺絲與螺絲孔位置。

c. 將半球上蓋安裝至底座盒上。

d. 鎖緊螺絲，固定半球上蓋和底座盒。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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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3 天花板安裝 

天花板安裝也就是將 PTZ 攝影機安裝到天花板上。 

1. 將定位貼紙黏貼到天花板安裝位置。

圖 2-10：定位貼紙 

2. 根據定位貼紙上鑽孔位置鑽取安裝孔。

3. 在底座盒頂部¼-20 螺絲孔處連接一條安全線（不提供），此安全線應承重 7.3kg。

4. 底座盒插入天花板安裝孔中，用螺絲起子鎖緊 3 顆螺絲，以便彈簧卡扣彈出卡入安裝孔，將底座盒固定到天花板/牆壁上。（如

圖 2-11&2-12）

圖 2-11：插入底座盒 

底座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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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2：固定底座盒 

5. 將相關線材穿過 3/4 PF 管（分開出售），再通過底座盒上的導管孔（側面或底部），然後從底座盒下方將螺帽鎖到 3/4 PF

管上，鎖緊固定。

注意：螺帽鎖到 3/4 PF 管之前，需要在 3/4 PF 管螺紋處使用防水膠帶，確保室外使用時能完全防水。

圖 2-13：室外天花板安裝接線 

彈簧卡扣 

螺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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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裝攝影機：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2）連接到攝影機機身上（圖示 #3），如下圖所示。（對齊攝影機機身和底座盒

上的紅點）：

 #2 連接#3 

 #1 連接#4 

圖 2-14：室外天花板安裝對齊 

b. 攝影機機身和安全線接好後，連接電源線和其他 I/O 接線。線材較長的可以纏繞在集線扣上，減少線材互相拉

扯。

c. 將攝影機按壓卡入底座盒兩側的彈片中，確保兩側正好嵌入，暫時固定攝影機機身。

d. 鎖入 3 個螺絲固定孔，確保固定攝影機。

7. （室外半球上蓋）安裝半球上蓋

a.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1）接到半球上蓋上（圖示#4）。

b. 將半球上蓋安裝至底座盒上。（對齊底座盒和半球上蓋上紅點位置）

c. 鎖緊，固定半球上蓋和底座盒。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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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室內半球上蓋）安裝半球上蓋

d. 將底座盒上的安全線（圖示#1）接到半球上蓋上（圖示#4）。

圖 2-15：安裝半球上蓋 

e. 將半球上蓋安裝至底座盒上，對齊底座盒和半球上蓋上紅點位置。安裝時注意 6 個對齊位置，確保半球上蓋接

環處完整安裝到位。

f. 按住半球上蓋並順時針旋轉大約 10°，將其固定到底座盒上。

9. 接通電源即完成一系列安裝配置。

圖 2-16：室外天花板安裝 

底座盒 

半球上蓋 

攝影機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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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調整攝影機拍攝位置 

1. 利用瀏覽器觀看攝影機所拍攝的影像（參考第 28 頁 2.4 連接攝影機）。

2. PTZ 攝影機具有 P/T 功能，利用網頁介面設定 P/T（參考第 31 頁 3.1.1 PTZ 控制面板），移動鏡頭選擇拍攝視角。

3. 利用網頁介面設定選擇拍攝視角並調整鏡頭變焦和焦距（參考第 31 頁 3.1.1 PTZ 控制面板），

注意：可藉由網頁介面進行焦距調整和 PTZ 功能設定。

2.3.6 網路拓樸 

該攝影機具有乙太網路 RJ-45 網路介面, 藉由網際網路和內部聯網即時傳輸視頻和音頻。請參考以下網路結構圖了解網路連接方

式。 

圖 2-17：網路拓樸 

2.3.7 系統需求 

下表列出了操作使用該攝影機的最低系統需求。攝影機連接到網路後，網路和處理器頻寬限制可能會導致視頻流出現中斷或不穩

定的情況，此時系統需求通過降低網頁介面視頻流的圖像幀率、解析度、壓縮或位元速率設置可補償網路/處理器的局限性。 

表 2-1: 系統需求 

系統硬體 

CPU Intel® Pentium® 4 微處理器， 2.4GHz 或其他同等配置的 CPU 

RAM 1 GB 或更大容量 

顯示器 最低 1024 x 768 解析度，16 位元或 32 位元圖元解析度 

系統軟體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XP, Vista 32 / 64 位, Win7 32 / 64 位 

流覽器 Microsoft IE 8.0 或更高版本 

媒體播放機 Windows XP, Windows Vista, 和 Windows 7 系統：Pelco Media Player 或 QuickTime® 7.6.5； 

Mac OS X 10.4 （或更新版本)） 系統：QuickTime® 7.6.4  

攝像機 

電源 AC 24V / PoE+ 

提示 1. 所有安裝和操作應遵循當地用電安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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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比於 QuickTime 播放機，Pelco Media Player 更適合用於操作設置攝影機機，視頻流順暢播放，減

少畫面延遲的機率。下載 PMP，用戶可存取 Pelco 網站：www.pelco.com/mediaplayer。

3. 在 Windows XP 或 Windows Vista 系統中 PMP 與 QuickTime 7.6.4 版本不相容。如果電腦裡已經安

裝了該版本，需升級到 QuickTime 7.6.5 版本。

4. 網路和處理器頻寬限制可能會導致視頻流出現中斷或不穩定的情況，此時通過降低網頁介面視頻流的

圖像幀率、解析度、壓縮或位元速率設置可補償網路/處理器的局限性。

http://www.pelco.com/mediap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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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連接攝影機 

2.4.1 預設 IP 位址 

該攝影機的預設 IP 位址為 192.168.0.20 ，子網路遮罩為 255.255.255.0。當預設 IP 位址設置為 192.168.0.20 時，攝影機會自動

檢查這個 IP 位址是否已在網路中使用。如果已使用，將引起 IP 位址衝突。此時 IP 位址將從最後八位元位元組的 1 開始，直到找

到未使用的 IP 位址。 

若使用 DHCP 伺服器，攝影機會自動獲取 DHCP 伺服器分配的 IP 位址，無需另外手動設置。攝影機預設 DHCP 為“啟用”狀態，

獲取 192.168.0.20 的情況僅發生在攝像機開啟 DHCP 功能但 DHCP 伺服器對所請求的 IP 位址不回應。 

2.4.2 連接電腦和影像準備 

2.4.2.1 使用 Pelco Device Utility 2.2 設備搜索軟體查找攝影機 IP 位址 

Pelco Device Utility 2.2 設備搜索軟體可説明使用者管理攝影機。若攝影機的預設設置是通過 DHCP 伺服器獲取 IP 位址，此時

IP 位址需通過該軟體查找。請按下列步驟安裝運行這個軟體。 

1. 根據安裝指示完成安裝 Device Utility 2.2 到電腦。

2. 打開 Device Utility 2.2 的圖示，輸入用戶名與密碼登錄。預設使用者名 admin，密碼 admin，然後點擊 Enter DU2 按鈕登

錄。

3. 在設備管理頁面，點擊刷新設備清單(Refresh Device List) 或添加新設備(Add New Device)來進行搜索或添加新設備。

4. 您可從設備清單(Device List)獲取攝影機的相關資訊，包括正在使用的 IP 位址。,

如對 DU2 軟體的使用有疑問，可點擊頁面右上角的圖示" " 獲取更多使用幫助(Device_ Utility_ 2_Help)。 

2.4.2.2 連接電腦 

1. 通過 ping 攝影機的 IP 位址來檢查攝影機是否已連接至電腦。首先，打開命令提示視窗（Windows：從“開始”功能表，

選擇“程式”，“附件”，“命令提示符”，點擊“確定”）輸入“ping 192.168.0.20”，若出現“來自…”提示，則表

示連接成功。

2. 打開 IE 流覽器，在位址欄輸入 IP 位址 192.168.0.20，跳出登錄提示框，輸入預設使用者名 admin 和密碼 admin。

提示：如果您不知道攝影機的 IP 位址，請安裝打開 Pelco Device Utility 2.2 設備搜索軟體進行搜索(參考第 28 頁 2.4.2.1 使用 

Pelco Device Utility 設備搜索軟體尋找攝影機 IP 位址)。 

更多管理員設置資訊請參考“3.管理和配置攝影機”。 

圖 2-18：登入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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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影像準備 

打開 IE 流覽器 8.0 或更高版本，查看攝影機中的影像，查看前請根據以下步驟進行設置： 

1. 啟用 Cookies：點擊 IE 流覽器工具列中的“工具”-“Internet 選項”。點擊“隱私”，移動設置滑塊至“低”或“接受所

有 Cookies”。

2. 點擊流覽器工具列中的“工具”-“Internet 選項”，然後點擊“自訂級別”，打開“安全設置-Internet 區域”頁面。

注意：如果攝影機在 Intranet 中，點擊“本地 Intranet”圖示，如果攝影機不在 Intranet 中，點擊“Internet”圖示。 

3. 向下拉捲軸至 ActiveX 控制項和外掛程式，並進行如下設置：

 【下載已簽名的 ActiveX 控制項】提示（推薦）

 【下載未簽名的 ActiveX 控制項】提示

 【ActiveX 控制項自動提示】啟用

 【運行 ActiveX 控制項和外掛程式】啟用

 【對標記為可安全執行腳本的 ActiveX 空間執行腳本*】啟用

4. 點擊“確定”，保存設置。

5. 關閉所有 IE 視窗，再打開新的 IE 視窗，所有設置生效。

6. 在流覽器中輸入設置的攝影機 IP 位址。

7. 然後可通過流覽器查看攝影機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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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和配置

3.1 即時影像 

打開IE流覽器，在位址欄輸入攝影機的IP位址，然後點擊視窗右上角的即時影像按鈕，視窗中將顯示攝影機中的即時影像；或點

擊設定按鈕，配置攝影機的“系統”，“網路”，“圖像”，“音訊/影像串流”，“使用者管理”和“事件”等參數，請參考第

32頁3.2 設定瞭解更多資訊。當前登錄的用戶名顯示在説明按鈕旁，若點擊登出admin按鈕，將退出管理和規畫攝影機許可權。 

*3. 管理和配置攝影機所附的參考圖均從2MP攝影機的網頁操作介面上截取。不同機型之間的差異或設定的不同，選項將在每段

注意的註解中標註出來。 

下面是對即時影像頁面出現的圖示的說明： 

選擇串流播放: 選擇在即時影像時播放視頻所使用的串流(主串流或次串流)並設定單點傳播放或多點傳播。 

最大化可視區域: 以流覽器的最大尺寸播放影像。如果需調整回正常尺寸播放，請點擊頁面右上角顯示工具條按鈕。 

新視窗開啟串流: 在新的獨立視窗打開視頻，此操作允許其他設定同時進行。該視窗可最大化、最小化，或通過使

用中視窗的標題列按鈕關閉。通過拖曳視窗右下角可調整到你所需要的視窗大小。 

圖 3-1：即時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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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PTZ 控制面板 

PTZ 控制面板方便使用者在即時畫面進行 pan/tilt/zoom 功能設定。下面的螢幕截圖（圖 3-2）表格會提共您更簡單操作 PTZ 面

板。 

圖 3-2：PT 控制面板 

注意：針對上面三個選項，只有其中一個選項在一個特定的時間被啟用。因此，被啟用的選項按鈕將亮著，顯示著使用者選擇的

位置。另外，需要安裝使用＂Pelco Media Player＂影像裝置，以致於第三部分選項按鈕會顯示在使用者操作介面上。 

在即時影像畫面，縮放控制面板可幫助使用者操作放大/縮小功能提供方便。3 種方法可用於變焦控制：滑動，數字輸入和上/下箭

頭增量。 

 滑動條：拖曳著滑動棒來放大/縮小攝影機焦距。

 數字輸入：在指定的框鍵入數字，明確表示所需的縮放比例。

 上下箭頭增量：點擊上或下箭頭，一步一步對攝影機放大/縮小對焦。.

圖 3-3：變焦控制面板 

注意：可用的最大變焦倍數是受到數位變焦控制。如果啟動數位變焦，可用的變焦倍數將高達 240X（12X 數位和 20X 光學）。

在另一方面，如果數位變焦是關閉的，最多也只有 20 倍光學變焦供使用者操作。更多數位變焦訊息請參閱 3.2.3.1 一般。 

6 7 

項

目 描述 

1 在下拉式選單選擇一個預設點並立即前往預設點。 

2 在下拉式選單選擇一個導航並立即啟動導航。 

3 

調整查看區域的大小：放大有興趣的區域。在查看區域點擊並

拖曳滑鼠以放大某個對象。 

置中查看區域：將攝影機置中在影像視窗的某個區域內。要置

中查看區域，可以在視訊視窗中點及所需的位置。 

平移和傾斜：點擊並左右拖曳滑鼠以平移攝影機。點擊並上下

拖曳滑鼠以傾斜攝影機。 

4 
點擊上下左右箭頭移動攝影機拍攝位置。同時，點擊中間圓點可使攝影機

回到出場預設點。 

5 調整聚焦靠近或拉遠攝影機的對象，請按＋/-。 

6 調整光圈大或小史圖像變亮，請按＋/-。 

7 調整變焦，請按住滑鼠拖曳到最喜歡的倍數或用輸入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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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設定 

點擊設定，進入設定頁面，可對攝影機進行“系統”，“網路”，“圖像”，“音訊/影像串流”，“使用者管理”和“事件”參

數配置。 

圖 3-4：設定 

3.2.1 系統 

該頁面可更改攝影機名稱，設定時間， 設定顯示在即時影像上的文字，配置備份，查看系統資訊以及更新韌體版本等。您也可根

據需要產生系統紀錄，重啟攝影機，回復攝影機原廠預設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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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系統設定 

產生系統紀錄 

1. 點擊系統按鈕進入設定頁面。

2. 點擊產生系統紀錄按鈕來建立一個系統紀錄，Pelco產品支援可以通過紀錄查找攝影機故障。

請撥打電話聯繫 Pelco 產品支援：1-800-289-9100（美國和加拿大）或+1-559-292-1981（國際）。 

重啟攝影機 

1. 點擊系統按鈕進入設定頁面。

2. 點擊重啟攝影機按鈕來重新開機攝影機。此操作不會改變攝影機的設定。

回復攝影機原廠設定值 

此操作無法恢復；所有的使用者資料以及使用者自訂資訊將被刪除。 

1. 點擊系統按鈕進入設定頁面。

2. 點擊回復攝影機原廠預設值按鈕，使攝影機所有設置都回復到出廠預設設定。

注意：如果攝影機沒有連接到一個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DHCP）網路，則攝影機的IP位址設置資訊將會丟失，伺服器將

不能識別攝影機。攝影機的預設設置是啟用DHCP協議，自動獲取新的IP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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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1 一般設定 

圖 3-6：一般設定 

裝置名稱 

請操作以下步驟更改攝影機名稱： 

1. 點擊設備名稱輸入框，突出本文字。

2. 輸入使用者自訂的設備名稱（2到64個字元）。一個用戶自訂的名稱更容易被識別，比如前門，大廳，或停車場。

3. 點擊保存以保存新的設備名稱，或點擊重置回復到以前保存的設備名稱。

時間設定 

如果攝像機連接到一個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DHCP）網路，有預設時間伺服器屬性配置，攝影機將自動與伺服器同步時間。

如果DHCP網路沒有預設時間伺服器屬性配置或該網路沒有時間伺服器，您需要手動配置時間。 

1. 在時間伺服器的輸入框輸入時間伺服器的IP位址。時間伺服器是一個外部伺服器，可使用網路時間協定(NTP)同步攝

影機的日期和時間。

2. 點選時區選項。在時區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距攝影機所在的位置最近的時區。

注意：如果攝影機所在位置遵守日光節約時制，系統將自動更改相應日期的時間。

3. 點選顯示格式，選擇的日期和時間將出現在下拉式功能表中。

4.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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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覆蓋 

1. 背景：設定本文覆蓋背景顏色為黑色或透明的。當透明背景選單是啟用的，透明背景的文字顏色可以從下拉式選單中

自制。

2. 內容：有四個選項的內容從下拉式的選單可以選擇顯示：PTZ方向/角度/變焦，日期/時間，攝影機名稱，攝影機名稱+

日期/時間，自定文字。空白本文框，由使用者輸入所需的文字，說明只有在選擇自定文字。

注意：多重內容選項可同時顯示。

3. 內容位置： 有四個位置可以選擇顯示內容覆蓋位置：左上，右上，左下和右下。最多有三個位置可以同時啟用。

4.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1.2 備份和回復 

圖 3-7：備份和回復 

備份 

如果攝影機的所有配置使監控畫面得到最佳顯示，此時可使用備份功能來保存攝影機的配置。 

回復 

如果攝影機的配置遭到不適當的更改，導致不理想的影像監控，請使用回復功能來恢復攝影機以前所保存的設置 

注意：這個功能不能用於多個攝影機的配置或者韌體升級後的設定。 

3.2.1.3 資訊 

系統資訊頁面顯示了韌體版本、硬體版本、型號名稱和序號資訊。這些資訊通常用於Pelco產品支援的故障診斷。 

圖 3-8：系統資訊

3.2.1.4 韌體 

如果有新的韌體版本可更新，您可在這個頁面進行韌體升級。韌體更新時，攝影機所有執行動作將被停止，並請關閉所有其他資

訊視窗，而且更新過程中請勿關閉電源和網路線。韌體更新過程大約需要3分鐘，更新完成後請重啟電腦。再次強調，更新韌體

時請勿關閉電源，以免導致更新失敗並需要回原廠進行維修。 

圖 3-9：韌體更新 



36 

3.2.2 網路 

請使用網路功能來改變攝影機的一般網路設定。您可設定Secure Sockets Layer（SSL），啟用Secure Shell（SSH），配置802.1 

x埠安全設置，選擇SNMP伺服器、防火牆模式，啟用FTP功能存取攝影機，以及啟用VMS連接功能與特定伺服器連結。 

圖 3-10：網路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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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一般 

設定一般網路參數，使攝影機連接到網路。 

圖 3-11：一般網路設定 

系統設定 

系統設置可設置主機名稱、HTTP 埠、HTTPS 埠和 RTSP 埠。在改變埠設置前，請您先詢問網路系統管理員，以確保新的埠設

置與您的網路基礎設置不起衝突。 

 主機名稱

1. 點擊主機名稱輸入框，突出本文字。

2. 輸入新的自訂名稱（1到21個字元），支援字母與數位的字元組合。一個用戶自訂的名稱更方便它識別連接到網路上

的設備。

3.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HTTP 埠

注意：與Pelco視頻管理系統（VMS）平臺連接時，HTTP埠必須保持預設值（80）。如果需要連接到Pelco VMS平臺，請

勿更改HTTP埠設置。

1. 點擊HTTP埠輸入框，突出本文字。

2. 輸入新的HTTP埠值。預設值為80。

3.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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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 埠

注意：請勿輕易配置HTTPS埠，除非您已對SSL模式設置為可選或需要模式，同時已安裝有一個安全證書。

1. 點擊HTTPS埠輸入框，突出本文字。

2. 輸入新的HTTPS埠值。預設值為443。

3.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如果您已經改變設定在錯誤的設置，可以點擊重置回復到以前保存的設定。

 RTSP Port

1. 點擊RTSP埠輸入框，突出本文字。.

2. 輸入新的RTSP埠值。預設值為554。

3.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IPv4 設定 

啟動或關閉動態主機設定通訊協定（DHCP）伺服器。如果所在網路有 DHCP 伺服器，DHCP 伺服器將自動分配一個 IP 位址到

攝影機 

 啟動DHCP，IP位址、子網路遮罩、閘道以及主和次DNS設定僅為唯讀。

 關閉DHCP，需手動更改以下這些設定。

。請操作以下步驟更改網路設定：

1. IP 位址：輸入攝影機連接到網路的IP位址。

2. 子網路遮罩：該位址決定了攝影機所連接到的網路。

3. 閘道：透過路由器進入其他網路。

4. 主DNS和次DNS：IP位址的伺服器。

5.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定，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IPv6 設置 

您的 Sarix 攝影機支援與 IPv4 設置連結的 IPv6 協定，須注意攝影機並不支援單一 IPv6 網路設置。最多可設定 16 組 IPv6 

位址，3 組 IPv6 DNS 伺服器以及 3 組 IPv6 閘道。 

針對 IPv6 位址指派，請參照以下兩種設置方式： 

自動：啟用自動設置以使用路由器宣傳。若您的網路支援，可透過 DHCPv6 進行額外設定。選取自動模式仍能夠手動進行額外

的 IPv6 位址、DNS 伺服器以及閘道設定。 

只能手動設置：提供攝影機一組本地連結的 IPv6 位址，並允許使用者指派最多 16 組固定 IPv6 位址到攝影機。 

1. 將滑鼠游標放置在網路標籤處。

2. 由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一般設定。

3. 在 IPv6 設置下選取開啟。

4. 由配置模式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取所要模式。選取自動模式可讓攝影機自動設置其他的 IPv6 設定，其餘以下步驟可自選設定。 

5. (可選擇性) 在手動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固定、單點傳播位址。每一個位址必須有前綴，且須以前綴/IPv6 位址格式輸入。不具

備前綴資訊的手動 IP 位址將不被接受。

6. (可選擇性) 輸入並未在手動 DNS 伺服器欄位中自動設置的 DNS 伺服器位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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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可選擇性) 輸入並未在手動閘道欄位中自動設置的閘道位址。

注意： 

• 本攝影機不接受多點傳播、本地端主機或未指定的 IPv6 位址。

• 本地連結位址不支援 DNS。

• 手動指定 DNS 伺服器自動取代未發現的 DNS 伺服器。

• 伺服器並未由攝影機所驗證；請在儲存 IPv6 設定前驗證手動指定的 DNS 伺服器。

• 手動指定閘道必須與攝影機 IPv6 位址處於同一網路中。在與攝影機 IPv6 位址不同網路中的閘道指令都將無法定義。

• 部分影像管理系統 (VMS)，如 Pelco VMS 系統，不支援透過 IPv6 連結到攝影機與編碼器。

3.2.2.2 SSL 配置 

為保障在網路上資料傳輸之安全，所有的Web流覽器均支援SSL協定資料傳輸。SSL加密傳輸協議使未被授權的用戶難以攔截並

查看用戶名稱和密碼。 

SSL要求簽章憑證授權來決定Web流覽器通過攝影機是否需要身份驗證。攝影機可以產生憑證簽署要求（CSR），發送給一個憑

證授權（例如，VeriSign®）請求簽名，或者它可以使用產生自我簽署憑證選項來產生一個自我簽署憑證。 

FIGURE 3-12：SSL 配置 

SSL 配置 

選擇模式： 

 必要：點選該模式則必須安裝Secure Sockets Layer（SSL）憑證，同時必須用一個以“https:”為開頭的安全URL來存取攝影

機。在傳輸中重要的資料都會加密。以“http:”（不是 “https:”）為開頭的URL將被自動重新定向為安全的URL。

注意：軟體版本從1.8.2，該區域在Web瀏覽器不能進行修改。要選擇或清除所需的模式，你必須使用ONVIF或Pelco的API

call。這樣做可以避免把攝影機進入到一個模式，它將不再和一個連接VMS的系統正常工作。

 可選擇：點選該模式則必須安裝Secure Sockets Layer（SSL）憑證，存取攝影機時，可以選擇以“https:” 為開頭的URL來

存取攝影機，也可以使用“http:”標準URL來存取，但資料傳輸不會加密。為確保重要資料已加密，建議您使用“https:”的安全

URL存取攝影機。

 停用（預設）無需安裝SSL憑證，資料傳輸過程中重要資料不加密。

注意：SSL模式設定為停用後，將不能使用以 “https:”開頭的URL存取攝影機。如果沒有輸入正確的攝影機URL，Web流覽

器將顯示一串錯誤資訊。

參閱以下部分獲取更多資訊： 

•產生自我簽署憑證（第38頁） 

•產生憑證要求（第3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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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 

 產生自我簽署憑證

1. 進入SSL設置頁面，選擇產生自我簽署憑證按鈕 ，進入安裝新憑證頁面，安裝方法的選項按鈕將出現在頁面上。

圖 3-13：選擇安裝憑證方式 

2. 選擇產生自我簽署憑證選項，然後按一下下一步，打開自我簽署資訊表格。

圖 3-14：產生自我簽署憑證 

3. 根據選項填寫內容，然後點擊產生憑證。頁面將出現對話方塊：“正在載入資料…”。稍候片刻，該憑證將成功上傳

到攝影機。

4. 選擇所需模式，上傳憑證。

5. 點擊儲存。

注意：自我簽署憑證的有效期是一年。憑證的有效期列在安裝憑證資訊項目裡。如果憑證已過期，使用一個安全的URL存取

攝影機時，Web流覽器顯示一串提示消息。請重複此步驟來產生和上傳一個新的憑證。 

 產生憑證要求

1. 進入SSL設置頁面，選擇產生自我簽署憑證按鈕 ，進入安裝新憑証頁面，安裝方法的選項按鈕將出現在頁面上。

2. 選擇產生憑證要求，點擊下一步，打開憑證要求表格。

圖 3-15: 產生憑證要求 

3. 根據選項填寫內容，然後點擊產生要求。頁面將出現對話方塊：“正在產生憑證簽署要求，請耐心等待…”。

4. 提交自我憑證簽署要求給第三方憑證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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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收到簽署憑證後，點擊安裝憑證按鈕來上傳憑證到攝影機。

6. 選擇所需模式，上傳憑證。

7. 點擊儲存。

注意：根據您所要求簽署的第三方憑證機構，您可能需要在指定時間內更新憑證。此項可透過憑證機構諮詢更多資訊。 

 上傳憑證

1. 進入SSL設置頁面，選擇產生自我簽署憑證按鈕 ，進入安裝新憑證頁面，安裝方法的選項按鈕將出現在頁面上。

2. 選擇上傳憑證，點擊下一步，打開憑證頁面。

圖 3-16：上傳憑證 

3. 選擇憑證，點擊上傳憑證按鈕。頁面將出現對話方塊：“正在載入資料…”。

4. 選擇所需模式，上傳憑證。

5. 點擊儲存。

 刪除憑證

1. 當成功上傳憑證後，刪除憑證按鈕將出現在SSL設置頁面上。

2. 如需刪除憑證，點擊刪除憑證，頁面將出現對話方塊：“正在刪除憑證檔…”。

3. 點擊儲存。

3.2.2.3 SSH 

SSH 是一個使用者啟用協定，啟用後Pelco產品支援就可以登錄並對攝影機的故障進行診斷。 

您可以在該頁面設置可啟用或停用SSH存取本攝影機。 

圖 3-17： 啟動 SSH 設定 

SSH 設置 

1. 選擇已啟用核取方塊。

2. 點擊密碼輸入框，輸入密碼（ 到 個字元），注意區分大小寫。

注意：預設使用者名稱為＂root＂，不可更改。當透過第三方SSH機構用戶存取攝影機時需輸入用戶名與密碼。

3. 點擊再次輸入密碼輸入框，再次輸入密碼。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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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4 802.1x 

802.1x安全埠使用EAP驗證協定，可對連接到有線或無線埠上的使用者/設備進行認證。它可以限制未經授權的使用者/設備通過

接入埠（access port）存取到LAN。例如，當設備連接到網路端，網路交換機將要求設備進行認證。 

如果設備提交到網路交換機的憑證被接受後，此時網路交換機將打開埠提共正常使用。 

如果身份驗證失敗，設備將無法在埠上存取資訊。 

圖 3-18：802.1X 埠安全設置 

802.1x 埠安全 

警告：為防止網路衝突，建議聯繫網路系統管理員進行 802.1x 埠安全設置。 

1. 開啟802.1x埠安全認證。預設值是關閉。

2. 在協定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EAP驗證協議。支援EAP驗證協定有：EAP-MD5，EAP-TLS，EAP-TTLS，和EAP-PEAP。 

3. 輸入所選擇的認證協定相關資訊。

4. 連接電腦到802.1x安全認證的交換機，雙方EAP驗證協議需一致。

5.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2.5 SNMP 

SNMP（簡單網路管理協定）是一種應用層協定，用於在 IP 網路管理網路節點的一種標準協定，使網路系統管理員能夠有效地

遠端系統管理基於TCP/IP的網路設備並解決網路問題。該攝影機支持SNMP V2c和 SNMP V3，設定後可透過SNMP 陷圈發送資

料。 

圖 3-19：SNMP 設定 

SNMP 設定 

警告：SNMP需要提前設置。建議聯繫管理員諮詢更多設置SNMP的必要資訊。 

 沒有SNMP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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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值設定不使用SNMP。 

 設定SNMP V2C

1. 點選SNMP V2c。

2. 在社群字串輸入框內輸入區域名稱。預設值名稱為“public”。

3. 陷圈設置

 地址：輸入主機名稱或陷圈資訊收件人的IP位址。 

 社群字串：輸入接收陷圈資訊的區域名稱。 

4.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設定SNMP V3

1. 點選SNMP V3。

2. 在SNMP使用者輸入欄輸入SNMP用戶名。

3. 在身份驗證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用來驗證使用者的加密演算法：預設值，MD5或SHA。如選擇MD5或SHA，請在相應

輸入框內輸入一個密碼。

4. 在私密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私密加密演算法：預設值，DES或 AES。如選擇DES或AES，請在相應輸入框內輸入一

個密碼。

5. 輸入陷圈設定的位址。輸入主機名稱或陷圈資訊收件人的IP位址。

6.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注意：SNMP V2c 和SNMP V3的設定是相互獨立的，但一次只能啟動一個SNMP版本。 

3.2.2.6 防火牆 

防火牆是一種位於內部網路與外部網路之間的網路安全系統。 

圖 3-20：防火牆設定 

防火牆 

1. 選擇允許/拒絕來啟用防火牆模式，預設值為關閉。

2. 在位址輸入框輸入IP位址並選擇合適的通信協定。有兩種傳輸協議可以選擇：傳輸控制協議TC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和使用者資料包通訊協定UDP（User Datagram Protocol）。

 TCP: 是一種連接導向的、可靠的、基於位元組流的運輸層（Transport layer）的高效傳輸通信協議。在正式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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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資料前，必須和對方建立可靠的連接。TCP對應的是可靠性要求高的應用。 

 UDP: 與TCP相對應的協定。它是面向非連接的協定，它不與對方建立連接，而是直接就把資料包發送過去。 

 兩者同時 : TCP/UDP 同時使用。 

3.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2.7 FTP 

您可根據需要啟用或停用 FTP 存取本攝影機。在此設定頁面可選擇啟動 FTP 伺服器，連接到 SD 卡，儲存錄影資料。啟用 FTP

設定和使用該功能。 

圖 3-21：FTP 設定 

FTP 設定 

1. 選擇已啟用啟動FTP功能，再根據以下步驟進行相關設定。

2. 開啟FTP功能時，請輸入登錄使用者名稱。

3. 輸入登錄密碼。

4. 再次輸入密碼以作確認。

5. 在最大連接數一欄中輸入最多同時連接FTP的數量。

注意：這個最大連接數是指FTP用戶端的連接數量，不是IE視窗連接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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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8 VMS 連接 

此頁面設定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PRC) 區域內之 IP 安全性監控資料傳輸、傳送與控管之規範標準協定有關。 

圖 3-22: VMS 連接設定 

Endura 連線 

1. 選取接收可用的 Endura SM 系統廣播以自動連結當前可用的 SM IP 位址。

2. 選取聯結特定 Endura SM 系統並在 SM IP 位址欄位中輸入資訊以手動設置所需要的聯結設定。

GB/T-28181 設置 

1. 選取開啟核選方塊以啟用 GB/T-28181 連接功能。

2. 在伺服器位置欄位輸入位址，並於連接埠欄位輸入由 1025 至 65535 之間的數值。

3. 在註冊 GB28181 服務後，輸入取得的設備 ID 與相關密碼。

4. 註冊 GB28181 服務後將可取得一組警報 ID，輸入所提供之警報 ID 於欄位中做為警報通知。

5. 分別設定保持運行時間與註冊間隔時間之各自時間數值，數值範圍由 1 到 6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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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圖像 

設定圖像參數，調整圖像曝光度，調節焦距，以及自訂隱私遮罩區域等。 

圖 3-23：圖像設定 

3.2.3.1 一般 

此頁面可調整攝影機的影像方向以及數位圖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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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一般圖像設定

數位變焦 

打開開啟數位變焦，最大變焦範圍240倍（光學變焦為20倍和數位變焦為12倍）。 

自動對焦 

打勾已啟用。點擊連續對焦，攝影機在操作PTZ時不斷地進行自動對焦。點擊當PTZ後對焦，所表示為當PTZ 停止移動時攝影機

才開始進行自動對焦。 

數位處理 

數位圖像處理可調整攝影機的銳利度，飽和度，對比度，亮度以及色調。 

 3D降噪：開啟降低雜訊。預設值為關閉，在弱光情況下不對影像進行降低雜訊處理。

左右移動滑動條選擇合適的設定值： 

 銳利度：調整銳利度值可提高監控畫面的清晰度，使細節更為清晰。往右移動滑動條，提高銳利度值；往左移動滑動條，降

低銳利度值。提高銳利度值的同時將增加影像的噪訊。銳利度調整範圍從–100到100，預設值為0。

 飽和度：調整飽和度可使監控畫面色彩真實鮮豔。往右移動滑動條，提高飽和度等級；往左移動滑動條，降低飽和度等級。

飽和度的調整範圍從–100到100，預設值為0。

 對比度：對比度指的是圖像中明暗區域最亮的白和最暗的黑之間不同亮度層級的測量。往右移動滑動條，提升圖像對比度；

往左移動滑動條，降低圖像對比度。對比度的調整範圍從–100到100，預設值為0。

 亮度：亮度是指畫面的明亮程度。往右移動滑動條，提升圖像亮度；往左移動滑動條，降低圖像亮度。亮度的調整範圍從–100

到100，預設值為0。

 色調：色調指畫面色彩的總體傾向，是大的色彩效果。往右移動滑動條，使影像趨向於冷色調；往左移動滑動條，使影像趨

向於暖色調。色調的調整範圍從–100到100，預設值為0。

勾選鎖定設定核取方塊，鎖定以上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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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曝光 

曝光是攝影機感測器檢測到的光通量。正確的曝光可以使圖像細節更清晰，黑白色對比足夠。一個圖像過度曝光或曝光不夠都可

能導致細節丟失。該攝影機可設定曝光和日/夜模式。 

圖 3-25：曝光設定 

曝光 

 先決

選擇動態偵測、低噪模式以不同的最大曝光時間和最大增益值進行曝光。最大曝光時間為33毫秒。該設置是傳感器接觸光線

的最長時間（以毫秒計算）。最大增益為36dB，當增益量提高，圖像會隨之變亮。

 閃爍校正，

掃描線頻率為50Hz時請選擇“50Hz” 60Hz時請選擇“60Hz”制式，避免出現螢光燈引起的閃爍問題。

日/夜模式

選擇日/夜模式下的自動模式，攝影機可根據轉換等級和轉換偵測時間的來自動切換IR濾光片功能。

 自動

1. 轉換等級：它決定了攝影機何時從日間模式（彩色）轉換為夜間模式（黑白）。向左或向右移動滑塊由亮到暗改變過

渡等級。如果您需要攝影機在較高的lux設置切換模式，則選擇一個偏亮的過渡等級。使用預設值等級來實現正常日/

夜操作模式。在低Lux設置下可使用偏暗的過渡等級來切換模式。

2. 轉換偵測時間（秒）：設定偵測的時間，攝影機將根據當前亮度等級切換為日間模式（彩色）或夜間模式（黑白）。

此設定用於在較暗場所裡會有暫時明亮的光線進入了監控環境（例如：當汽車前燈打開，經過攝影機監控位置）。

 手動

1. 選擇日間模式，攝影機將保持以日間模式（彩色）監控。

2. 選擇夜間模式，攝影機將保持以夜間模式（黑白）監控。

3.2.3.3 隱私遮罩 

隱私遮罩功能是用來遮擋使用者自訂的隱私領域。設定隱私遮罩區域，即時影像畫面上將出現一個不透明的視窗。攝影機可設定

8個隱私區域，總遮蓋區域的面積不能超過整個畫面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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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6：隱私遮罩 

隱私遮罩 

 開啟隱私遮罩

1. 在即時影像的畫面上畫一個矩形框：

a 按住滑鼠左鍵。 

b 在欲遮蓋區域以對角線的方式拖曳滑鼠。 

c 一個彩色的矩形框將出現在所編輯的即時影像畫面的位置。 

圖 3-27：開啟隱私遮罩 

注意：可設置8個隱私區域，總遮蓋區域的面積不能超過整個畫面的50%。 

2. 重新設定遮蓋區域，請再次點擊並拖曳滑鼠，直到選取最佳遮蓋區域。

3. 同時，在想要位置使用者可藉由點擊拉遠/拉近調節聚焦和放大/縮小光圈。

4. 另外，預設點清單允許使用者事先去分配攝影機預置位置。

5.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刪除隱私遮罩

1. 在設置頁面的編輯視窗區域，點擊刪除圖示可刪除所選遮蓋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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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置，或點擊重置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置不作保存。

 關閉隱私遮罩

1. 選擇關閉，可關閉此功能。

2. 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置，或點擊重置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置不作保存。點擊回復設定到出廠預設值，讓攝影

機回到出廠預設值。

3.2.3.4 預設點 

規劃預設點是PTZ攝影機的功能，可預設觀看區域（例如門），使用者可以輕鬆地下一個簡單的命令或一個軟件程式發出指令移

動攝影機鏡頭去到任何所需的預設位置。  

圖3-28：預設點設定 

新建預設點 

 預設點名稱

在文字框輸入一個喜好的預設點名稱。

 鎖定聚焦

選取開啟將預設點固定焦距，此模式開啟下當預設點切換時聚焦亦不會變更。

 預設點位置

使用4個方向箭頭來移動攝影機鏡頭的位置。此外，使用者可以拉遠/拉近調節變焦和遠焦/近焦調整焦距，點擊+/-按鈕選擇

所需的位置。確定一個理想的位置後，命名預設點名稱，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置，或者點擊重置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

設置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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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設點清單 

左側列表框顯示所有由使用者新建的預設點。只需點擊其中一個預設點，攝影機將鏡頭移動到所需位置。此外，點擊想要的預設

點方便使用者進行編輯/修改，編輯預設點在右側窗口中。 

圖3-29：預設點清單 

 新建預設點

點擊新建預設點。新建一個預設點，右側視窗為開啟一個新預設點畫面。

 刪除預設點

在預設點清單選擇其中一個預設點。點擊刪除預設點，移除不想要的預設點。

 在預設點之間凍結影像

打勾該框，使攝影機移動之間的圖像凍結，每一個預設點之間移動的圖像過程將會不可見。相反地，如果使用者取消打勾，

在即時圖像，每一個預設點之間移動的圖像過程將會在此功能看出。預設值設置為取消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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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5 預設導航 

定義預設點後，在此頁面下使用者還可以設置由多個預設點組成的一組預設導航。PTZ 攝影機是很實用，充分地運用這個功能。

對於周圍的每一個重要角落發揮靈活高效率的監控。 

圖 3-30：預設導航設定 

新建導航 

 導航名稱

在文字框輸入一個喜好的導航名稱。

 導航工作區域

本部分將所有的想要預設點設置一組預設導航。使用者可以在“從下方預設點拖曳到上方工作區域”拖放想要預設點到導航工

作區域。在＂佇停時間＂和＂轉換速度＂允許使用者設置預設點之間的時間間隔，其中包括6個級數，控制攝影機點對點預

設點的速度。在導航名稱旁邊＂X＂按鈕所代表是在導航工作區域內刪除此預設點。

 從下方預設點拖曳到上方工作區域

本部分包含所有的預設點在使用者之前設置的“預設點”頁面。

 更新選取的縮圖

點擊此按鈕可以簡單地更新這些由使用者選擇的預設點。

 更新全部縮圖

點擊此按鈕可以將所有預設點更新到最新。點擊後，攝影機會立即移動預設點拍攝新圖像。

 命名一個新的導航名稱和成功新增您想要的預設點到導航工作區域，點擊儲存按鈕保存設置，或者點擊重置來清除所有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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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資訊，對設置不作保存。 

圖3-31：導航清單設定 

導航清單 

在左側列表框中列出了所有由使用者新建的導航。只需簡單點擊一個預設導航即進行多點預設點巡航。此外，點擊想要的導航方

便使用者進行編輯/修改，以及使用者可以自由地在＂導航工作區域＂新增或刪除預設點在右側窗口中。 

 新建導航

點擊新建預設導航。新建一個預設導航，右側視窗為開啟一個新預設導航畫面。

 刪除導航

 在預設導航清單選擇其中一個預設導航。點擊刪除導航，移除不想要的預設導航。

 轉換預覽

左下螢幕轉換預覽顯示一個導航中的每個選定的預設點。預覽螢幕下的＂ ＂按鈕表示使用者可逐一地一步一步點播放選

定的預設點。

注意：導航名稱必須是1到64個字元之間且每個導航名稱必需是唯一的。此外，同一時間導航設置的最大數量為16，每個導航限

制為最多包含32個預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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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6 定位 

這頁主要是擴大強化 PTZ 控制功能。藉由設置上下/左右限制停止點，它可以幫助使用者在想要監控的範圍自行定義一個明確地

監視區域。此外，使用者可以定義攝影機開機動作和停駐動作。 

圖 3-32：定位設定 

左右/上下擺動速度控制 

 線性 / 非線性

選擇“線性”選項，這意味著攝影機速度採線性模式。慢速起動，均勻上升至中速，之後達到快速。相反地，選擇“非線性”

選項，則意味著攝影機採用指數模式，以非常慢的速度啟動，並快速上升至極快速。

 左右上下移動速度限制

在右側欄位中輸入數值以定義攝影機鏡頭左右上下移動之速度極限值。

平行中央點（零方位角） 

 前往平行中央點

點擊此按鈕，使攝影機鏡頭移動到使用者定義的平移角度（360度旋轉零方位角）。

 新建平行中央點

點擊此按鈕，將中心點設置為窗口右側視頻預覽窗格中顯示的平移角度。

 回復預設中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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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此按鈕，使攝影機平移中心點回復到出廠預設值為0度。 

左右限制停止點 

選擇“開啟”來啟動該功能，它允許使用者指定一個水平的範圍，定義左右平移位置。 

 左移限制

輸入一個左側水平平移所需的角度。

 右移限制

輸入一個右側水平平移所需的角度。

 取得當前左右位置

點擊此按鈕，以使攝影機會依照當前位置做為左右側平移預設值.

上下限制停止點 

選擇“開啟”來啟動該功能，它允許使用者指定一個垂直的範圍，定義上下傾斜位置。 

 上移限制

輸入一個上移垂直傾斜所需的角度。

 下移限制

輸入一個下移垂直傾斜所需的角度。

 取得當前上下位置

點擊此按鈕，以使攝影機會依照當前位置做為上下移傾斜預設值。

停駐動作 

當攝影機一段時間後沒有從使用者接收到的任何操作命令時，此功能可讓攝影機進行一個導航或預設點巡航。啟動前的一段時間是可被

設定的。 

 預設值

此項為停用停駐動作 (預設值) 。

 啟動導航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啟動指定的導航。設定當攝影機一段時間停駐不做任何行動時，攝影機會前往到指定的導航

 前往預設點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前往的預設點。設定當攝影機一段時間停駐不做任何行動時，攝影機會前往到指定的預設點。

 佇停時間

在進行導航或預設點操作前，可定義攝影機佇停的時間(分)。

開機動作 

此功能是當開機時可讓攝影機進行導航/預設點或回到水平中心點。

 前往平行中央點

當攝影機開機時可讓攝影機回到水平中心點。詳細設定請參考平行中央點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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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動導航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啟動指定的啟動導航。設定當攝影機開機時，攝影機會前往指定的導航。

 前往預設點

從下拉選單中選擇啟動指定的預設點。設定當攝影機開機時，攝影機會前往到指定的預設點。

預覽視窗 

此預覽視窗控制面板是根據＂預設點清單＂的頁面基本操作是一致的。使用 4 個方向箭頭來移動攝影機鏡頭的位置。此外，使用者

可以拉遠/拉近調節變焦和遠焦/近焦調整焦距，點擊+/-按鈕選擇所需的位置。此外，在＂預設點清單＂下拉式選單中可以讓使用者

快速地移動到所需的設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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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音訊/影像串流 

在音訊/影像串流設置頁面對攝影機的影像串流和音訊串流進行設置。該頁面包括影像設置和音訊設置。 

圖 3-33：音訊/影像串流 

3.2.4.1 自訂影像串流設置 

該影像配置頁面可以設置影像串流的壓縮格式、解析度、圖像率和更新率控制。串流預設名稱為主串流和次串流。 每個串流可獨

立設置，但其中一個串流的設置可能會因所使用的串流處理而影響到另外一個串流的可選項。 

注意：設置次串流前請先設置主串流。主串流需設置為所有串流中資源最密集的串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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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自定影像串流設置 

選取預設 

此預設功能可完全配置影像設置，由此平衡影像效能與網路頻寬流量。以下預設設置也可作為使用者自定影像設置的參考範本。 

 高：主串流 H264，30 IPS，1920x1080[16:9]，CVBR 7000 kbit/s | 次串流 H264，5 IPS，1280x720[16：9]，CVBR 7000

kbit/s。

 中：主串流 H264，30 IPS，1920x720[16:9]，CBR 5100 kbit/s | 次串流 H264，15 IPS，1024x576[16:9]，CVBR 3500

kbit/sec。

 低噪：主串流 H264，30 IPS，1024x576[16:9]，CBR 5000 kbit/s | 次串流 H264，15 IPS，640x352[16:9]，CVBR 1200

kbit/sec。

 自定：使用者定義對主串流與次串流的設置。

主串流

在選取預設設置中選擇自定影像串流配置，然後設置主串流。 

 壓縮格式

1. H264：H264是繼MPEG4之後的新一代數位影像壓縮格式，用於高解析影像播放機，如Blu-ray™ 和HD-DVD。H.264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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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高的編碼效率，能夠在低頻率情況下提供高品質的影像圖像，有效節省頻寬。 

2. MJPEG：MJPEG是最常用的影像壓縮格式，編碼過程中對攝影機處理器影響極小，但消耗頻寬大。

 解析度

請參閱下表，查看攝影機的解析度與壓縮格式、串流之間的聯繫。

表 3-1. 解析度與壓縮格式、串流之間的聯繫 

主串流 次串流 

 壓縮格式 

可選解析度 
H264 MJPEG H264 MJPEG 

1920x1080 1920x1080 1920x1080 

1280x720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1280x720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1280x720 1280x720 1280x720 

1280x720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1280x720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1024x576 1024x576 1024x576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1024x576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960x540 960x540 960x540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960x540 

640x352 

320x180 

640x352 640x352 640x352 
640x352 

320x180 

640x352 

320x180 

320x180 320x180 320x180 320x180 320x180 

 更新率控制

速率控制的設置決定了位元速率和影像中每一幀率的品質。

1. CBR: 固定位元速率(CBR) 下影像在單位時間1秒內傳送的位元速率（bit rate）基本保持恒定。

2. CVBR: 變數位元速率(VBR) 下影像在單位時間1秒傳送的位元速率（bit rate）則根據資料內容的複雜程度即時確定

使用什麼位元速率。選擇CVBR速率控制設置，頁面將出現最大VBR位元速率滑動條。

 圖像率

圖像率指在影像設置中的每秒播放的圖像數量(ips)。可設置選項有30、25、20、16.67、15、12.5、10、7.5、5、3、2、1。 

注意：由於已設置的壓縮格式和串流的解析度，設置最大圖像率可能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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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P長度

從1到150選擇GOP長度。GOP長度數值越大，回復丟失的幀率越困難；從另一方面講，這也明顯增加了位元速率大小，加

重網路頻寬負載。此設置僅適用於H264。

 CBR位元速率（kbit/s）

根據需要從500到4800選擇適當的位元速率。位元速率越高，佔用的網路頻寬越大。

 最大CVBR位元速率（kbit/s）

根據需要從500到7000選擇適當的位元速率。位元速率越高，佔用的網路頻寬越大。

 QoS (DSCP) 編碼位置

用於Differentiated Services Code Point (DSCP) 的Quality of Service (QoS)是一個代碼，允許網路優先傳輸不同的類型的

資料。此設置僅適用於H264。

注意：

1. 如果對DSCP不熟悉，請聯繫網路系統管理員來更改此設置。

2. 您的網路必須設置使用QoS。如果不能確定您的網路是否可以識別QoS，請諮詢您的網路系統管理員。

 Endura 簽署

啟用Endura認證，允許Endura® 系統在Endura記錄串流中驗證影像。此設置僅適用於H264。

 屬性

屬性定義了位元串流子集在H.264串流的特性，包括色彩再現、額外的影像壓縮。所選擇的屬性與記錄設備相容，以致於串

流才可以被解碼和觀看。

1. Main：中等壓縮率的中級屬性，該選項為預設屬性。此屬性可與更多錄影機相容，且影像壓縮時使用的bits更少；但

比高屬性使用的bits更多。主要屬性支持I幀率、P幀率和B幀。

2. 高：高壓縮率的複雜屬性。它是高解析電視應用的主要屬性；例如，該屬性相容Blu-ray和HD-DVD。高屬性支援I幀、

P幀和B幀。

次串流 

在選取預設設置頁面選擇自定影像串流配置，然後設置次串流。相關設置步驟與設置主串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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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 音訊設置 

請在音訊設置頁面設置音訊設備。預設音訊設置為停用，表示攝影機沒有輸出音訊。當選擇啟用時，音訊將從攝影機傳輸到電腦。

根據您的系統配置，影像和音訊可能不同步。 

注意：本設備的音訊/影像和錄音等功能,如使用不當可能使您受到民事和刑事處罰。使用這些功能所涉及到的相關適用法律可能

因不同司法管轄區而不同，除此之外，還可能需要被監控的物件的書面表達同意書。請您全權負責並保證將嚴格遵守相關法律，

嚴格遵守任何/所有的隱私權和動產。 

圖 3-35：音訊設置 

音訊輸入 

 已啟用

當攝影機插入麥克風後，選擇啟用接收音訊。

 停用

選擇停用，關閉音訊輸入功能。

編碼格式

選擇音訊壓縮格式G711-Alaw/G711-Ulaw。

音量

音量可調：1~255。

注意：變更這些設定會導致影像重啟。

3.2.4.3 連續本機錄製 

連續本機錄製可讓攝影機錄製並儲存影像檔案至所安裝的SD卡中，而非利用網路傳輸儲存方式造成大量頻寬佔用。請注意，當點

選啟用連續錄製方塊時，一旦SD卡容量已滿，最初期錄製儲存之影像檔案將會被自動覆蓋。 

圖3-36: 連續本機錄製設置 



62 

3.2.5 使用者管理 

在使用者管理設置頁面可新建和管理使用者帳號，以及改變攝影機管理使用者設置的方式。 

圖 3-37：使用者管理 

3.2.5.1 一般設定 

使用一般設定頁面可以設置公用使用者的存取等級。該存取等級是一組預定義的使用者許可權，用以限制使用者存取許可權，他

允許使用者在不登錄的情況下存取攝影機。可用的許可權等級取決於您所使用的攝影機型號而定。 

一般設定頁面，允許您改變攝影機管理使用者和群組設置的方式。這些設置可通過攝影機對攝影機的方式管理（本地模式），也

可以利用中央伺服器將更改應用到多個攝影機（遠端模式）。 

圖 3-38：一般設定 

身份驗證模式 

 開啟身分驗證

使用者可以無需驗證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的情況下就可檢視影像和使用攝影機API介面。選擇此項設置後，您可以在下方選擇

“串流選項與PTZ控制需要密碼”或“需要密碼以進行即時預覽”或兩者一起選取，以將各類不同操作之許可權授權給經過

驗證的使用者。

 關閉身分驗證

需要驗證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才可檢視影像和使用攝影機API介面。選擇此項設置前，請確認您的影像管理系統支持＂關閉

身份驗證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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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者和群組管理 

Spectra Professional系列攝影機有兩種方法管理使用者和群組的許可權。 

 本地模式

此模式為預設設置，攝影機以本地方式管理使用者和群組。任何使用者及群組變更僅限於本攝影機。

 遠端模式

攝影機可利用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支持的LDPA伺服器驗證和管理使用者。這使得管理員可以將攝影機和群組許可

權綁定到現有的單一登錄服務（SSO）。選擇遠端模式後，本地使用者頁面已停用。

啟用遠端模式 

圖 3-39：遠端模式 

在使用者與群組管理設置下面選擇遠端模式。 

1. 遠端伺服器設定

a 在LDAP伺服器輸入框中，輸入LDAP伺服器的IP位址或主機名稱。 

b 在LDAP埠輸入框中，輸入攝影機與LDAP伺服器進行通訊的埠口。LDAP預設通訊連接埠為389。 

c 在基本DN輸入框中，輸入LDAP搜索所依據的專有名稱（DN）。 

d 在綁定DN模版輸入框中，為LDAP目錄中的搜索提共使用者格式化模版（前提是當使用者登錄攝影機時）。 

e 在搜索模版輸入框中，為在基本DN中找到的使用者提共LDAP搜索查詢。搜索必須將LDAP使用者記錄中的條目

匹配到綁定名稱（使用者）。 

2. 遠端伺服器群組映射

輸入攝影機每個使用者群組（共四組）的群組映射：

a 在管理者輸入框中，輸入要授予管理員存取許可權的使用者的一般名稱（CN）和DN。 

b 在經理輸入框中，輸入要授予經理人存取許可權的使用者的一般名稱（CN）和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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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操作者輸入框中，輸入要授予操作者存取許可權的使用者的一般名稱（CN）和DN。 

d 在訪客輸入框中，輸入要授予訪客存取許可權的使用者的一般名稱（CN）和DN。 

3. 使用者在進入遠端模式前必須經過遠端伺服器身份驗證

在使用者名稱和密碼輸入框中，輸入可以通過LDAP伺服器驗證的使用者憑證。

注意：如果將這些框留為空白或沒有提供有效憑證，將不能啟用遠端模式（LDAP驗證）。這樣可以確保無法使用無

效或錯誤地的LADP設置在攝影機外部進行鎖定。

4. 儲存設置。

3.2.5.2 使用者管理 

使用者管理帳號可用來管理登錄存取攝影機的許可權。在使用者頁面包括定義4個存取級別的使用者，包括管理者、經理、操作

員和訪客權限。 

圖 3-40：建立使用者 

建立使用者 

點擊左下方新建使用者按鈕，並選擇新使用者的存取級別。 

 存取等級

1. 選擇新使用者的存取級別。

 管理者：管理者級別的使用者是不可刪除，可存取攝影機的全部功能。 

 經理：經理人級別的使用者是可以修改或者刪除，可存取攝影機以及回復攝影機原廠預設值和API存取權限以外

的所有功能。 

 操作者：操作者級別的使用者是可以修改或者刪除，預設許可權為檢視即時影像、使用 PTZ 功能以及API 介面。 

 訪客：訪客級別的使用者是可以修改或者刪除，預設許可權為為檢視即時影像和API 介面。 

2.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並建立使用者。新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將出現在左邊頁面的方框內。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

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使用者名稱

點擊進入使用者名稱輸入框中，輸入自訂使用者名稱（2到23個字元）。使用者名稱無需區分大小寫，儲存為小寫字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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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碼

點擊進入密碼輸入框中，輸入密碼（4到16個字元）。注意區分大小寫。

 再次輸入密碼

點擊再次輸入密碼輸入框中，再次輸入密碼。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並建立使用者。新使用者的相關資訊將出現在左邊頁面的方框內。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

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刪除使用者 

1. 在頁面左邊的方框內選擇您所需要刪除的使用者。

2. 點擊刪除使用者按鈕，頁面將彈出對話方塊：“是否確定刪除此使用者？”

3. 點擊確定，從使用者資訊方框內刪除該使用者。

注意：＂管理者＂使用者不可以刪除。 

3.2.6 事件 

在事件設置頁面上設置攝影機事件和分析功能。 

使用者可自訂啟用事件設置，設置攝影機在事件觸發時執行的動作。事件處理程序是指事件發生時攝影機所採取的操作。例如，

可以設置系統源在系統關閉和重啟時發送郵件通知至操作員。 

圖 3-41：事件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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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1 警報訊息 

警報訊息設置頁面可以設置啟用攝影機插入外部信號裝置，如門觸點或動態偵測器。支援設置設備狀態為：常開、常閉。 

FIGURE 3-42：警報訊息 

警報輸入設定 

1. 勾選啟用核取方塊以各別啟用警報 1 到警報 4 (可覆選)，開啟警報輸入功能。

2. 在極性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常開或常閉。

 常開：當外部接觸關閉時，攝影機警報功能被觸發。 

 常閉：當外部接觸打開時，攝影機警報功能被觸發。 

3.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6.2 動態偵測 

當偵測到物體移動時，攝影機將開始記錄視頻。 

圖 3-43：動態偵測設定 

動態偵測 

1. 勾選啟用，開啟動態偵測功能。

2. 靈敏度：根據需要選擇靈敏度為高、中、低。

 高：當亮度或位移發生微小變化時，即觸發動態偵測功能。 

 低：當亮度或位移發生很大變化時，才能觸發動態偵測功能。 

3. 根據需要選擇動態偵測區域。拖動滑鼠選擇區域後，螢幕上出現動態偵測的設置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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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4：啟用動態偵測 

4.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6.3 破壞偵測 

攝影機的破壞偵測功能表現為偵測監控畫面的改變。當攝影機的鏡頭被噴油漆、被布或鏡頭蓋蓋住，就會觸發事件或警報。任何

未經授權的移動位置攝影機拍攝位置也將觸發事件或警報。 

設置監控畫面 

請將攝影機安裝在高處，可監控整個場景，盡可能地擴大監控區域。監控範圍過小可能導致鄰近物體遮擋畫面。 

避免在昏暗、均勻背景、低照，以及有大型物體移動的環境下使用該功能。 

破壞偵測 

1. 勾選啟用，開啟破壞偵測功能。

2. 規劃設置：

3. 靈敏度：根據需要選擇靈敏度為高、中、低。

 高：當監控畫面發生微小變化，就會觸發事件。 

 低：當監控畫面發生很大變化，才會觸發事件。 

 事件登入（屬性）名稱：輸入使用者定義的字串名稱，將顯示在警報事件之中，幫助使用者容易區分攝影機。 

 警報嚴重性：定義警報的嚴重性，使警報的優先次序為最小、普通、重大、最嚴重。 

圖 3-45：破壞偵測 

4.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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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4 FTP 上傳控制 

設置FTP儲存條件，儲存圖像資料至FTP。 

圖 3-46：FTP 上傳 

FTP 上傳控制 

根據對觸發事件的設置來儲存影像檔。 

1. 勾選啟用，開啟FTP上傳功能。

2. 在觸發事件的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事件類型，然後在遠端伺服器設置頁面下作出相應設置。以下是觸發事件的相應設

置。

 警報 1 至警報 4：當警報 1 至警報 4 中任一個事件觸發後，攝影機將拍攝圖像儲存到自訂FTP伺服器。 

圖 3-47：FTP 上傳警報設定 

 動態偵測：當動態偵測事件觸發後，攝影機將拍攝圖像儲存到自訂FTP伺服器。 

圖 3-48：FTP 上傳動態偵測設定 

 破壞偵測：當破壞偵測事件觸發後，攝影機將拍攝圖像儲存到自訂FTP伺服器。 

圖 3-49：FTP 上傳破壞偵測設定 

 排程：當排程事件觸發後，攝影機將拍攝圖像儲存到自訂FTP伺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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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0：FTP 上傳排程設定 

3.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遠端伺服器 

遠端伺服器用於服務元件傳輸檔，輸入使用者名稱和密碼登錄後，只需輸入IP位址或主機名稱即可。 

1. IP位址：輸入伺服器名稱或IP位址。

2. 連接埠：“21”是預設值，也可以更改為其他專用連接埠。

3. 使用者名稱：輸入可以存取伺服器的使用者名稱。

4. 密碼：輸入對應密碼。

注意：預設使用者名稱和密碼是：“guest” 和“1234”。 

警報/動態偵測/破壞偵測/排程設定 

1. 為警報、動態偵測和破壞偵測設置事件前快照、事件後快照、事件前快照間隔、事件後快照間隔、檔案名稱字首和伺

服器路徑。

2. 在全天排程表設置頁面設置排程觸發的觸發間隔時間和記錄條件：關，全日，排程1或排程2。

3. 設置伺服器路徑為資料儲存到伺服器。

4.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6.5 分程傳遞開啟/關閉控制 

當警報事件或繼電器被觸發後，發送一個信號到外部設備。 

圖 3-51：繼電器開啟/關閉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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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程傳遞開啟/關閉控制 

1. 勾選啟用，開啟繼電器開啟/關閉功能。

2. 在觸發事件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警報 1 至警報 4、動態偵測或破壞偵測觸發事件。

3. 滑動開啟時間滑動條，設置繼電器保持開啟的時長。設置時間範圍從0.1到200秒，預設值時間是0.1秒。

4. 滑動關閉時間滑動條，設置繼電器保持關閉的時長。設置時間範圍從0.1到200秒，預設值時間是0.1秒。

5.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6.6 SD 錄製控制 

SD 卡可用於儲存圖像資料，只有在攝影機中插入 SD 卡後，方可使用該功能。 

注意：為了使 SD 卡和攝影機相容，強烈建議使用 32GB SanDisk Extreme® PLUS microSDHC™ UHS-I 卡，而且必須是一張未

使用過的新卡或者進行預前格式化處理，以便用於本地端儲存。 

圖 3-52：SD 錄製控制設定 

1. 勾選啟用，開啟SD 錄製控制功能。

2. 在觸發事件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警報 1 至警報 4、動態偵測、網路中斷或破壞偵測觸發事件。

3. 設置警報、動態偵測和破壞偵測的錄製時間。

4. 將覆寫功能設為開啟或關閉，開啟覆寫功能後，當SD卡儲存空間已滿時，自動覆蓋原有視頻資料。

5. 使用容量：SD卡記憶體使用資訊。

6. SD卡格式化：點擊 格式化SD卡，刪除所有儲存資訊。 

7.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將 SD 卡轉為 FAT32 格式 

1. 按兩下guiformat.exe文件，彈出如下圖所示的FAT32 Format 視窗。

2. 請在Drive下拉式功能表中點選您要格式化的磁碟機/SD卡代號，選擇好之後點擊Start按鈕，開始格式化。

注意：格式化動作將會刪除、清空此磁碟機/SD卡內的全部資料。因此格式化前請先對重要資料進行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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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3：轉化 FAT32 格式 

3. 當進度條顯示為滿的狀態時，表明格式化已完成，請點擊Close完成格式化，退出格式化視窗。

圖3-54：完成轉化FAT32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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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7 SMTP 通知控制 

設置 SMTP 通知功能，當事件觸發後，攝影機將向預設 Email 位址發送 Email 通知。 

注意：使用 Email 通知，攝影機必須連接到一個區域網段(LAN)，接通一個 SMTP 郵件伺服器。請向您的網路系統管理員諮詢相

關電子郵件通知的設置資訊。 

圖 3-55：SMTP 通知設定 

SMTP 上傳 

1. 勾選啟用，開啟SMTP 上傳功能。

2. 在觸發事件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警報 1 至警報 4、動態偵測或破壞偵測觸發事件。

如果選擇警報事件，請先在警報輸入設置的設置頁面中勾選啟用來開啟警報輸入功能；選擇動態偵測事件，請先在動

態偵測的設置頁面中勾選啟用來開啟動態偵測功能；選擇破壞偵測事件，請先在破壞偵測的設置頁面中勾選啟用來開

啟破壞偵測功能。如下列圖所示。

圖 3-56：啟用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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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57：啟用動態偵測 

圖 3-58：啟用破壞偵測 

3. 在與（內容、寄件人、主旨）相應的輸入框輸入資訊。

4. 勾選附加JPEG快照，如果需要附加JPEG圖像作為附件。

5. 繼續設置SMTP伺服器和E-mail位址清單。

SMTP 伺服器 

簡單郵件傳輸協定（SMTP）是在 Internet 上傳輸電子郵件（Email）的互聯網標準。 

1. 主機地址：輸入伺服器的IP位址或伺服器名稱。

2. 連接埠：“25”是預設值，也可以更改為其他專用連接埠set。

3. 密碼：輸入對應密碼。

4. 身分驗證：選擇驗證類型。

 NO_AUTH：即無需驗證，無任何驗證限制。 

 SMTP_PLAIN：PLAIN 是SASL認證機制的名稱，作為AUTH命令的參數。PLAIN認證機制在RFC2595中有相

關的描述。在所有SASL認證機制中，PLAIN安全等級最低，因為網路傳輸此密碼時未採用加密技術。 

 LOGIN：LOGIN機制由微軟Outlook Express提供支援，也是使用其他用戶端。 

 TLS_TTLS：TLS封裝在特定的應用程式通訊協定之中，如 HTTP，FTP，SMTP，NNTP和XMPP，通常應用於

所有傳輸層協定之上。TLS協定允許用戶端伺服器應用程式通過網路進行通信傳輸，並能防止被竊聽或篡改。TLS

還可打開整個網路堆疊通道，生成一個與OpenVPN一樣的VPN。 

5. 繼續設置E-mail位址清單。

E-mail 地址清單

當觸發事件發生時，需要 Email 通知相關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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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勾選啟用，然後輸入電子郵件地址。

2. 選擇Email通知的事件（報警、動域檢測或破壞檢測）。

3.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3.2.6.8 前往預設點控制 

此頁面為依據各種不同的觸發事件，將攝影機鏡頭迅速移動至所設定的預設點。此功能可大幅提升攝影機之靈活性，以因應各種

重要觸發事件做最即時的反應。 

圖 3-59: 前往預設點控制設置 

前往預設點控制設置 

1. 勾選啟用，開啟前往預設點控制功能。最多能夠設置啟用四組各別不同的預設點控制。

2. 從預設點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各組所需對應的目標預設點。

3. 在觸發下拉式功能表中選擇各組被觸發的動態偵測、破壞偵測或警報 1 至警報 4事件，此代表一旦所選取之事件遭

觸發，攝影機便立即移動鏡頭至所指定的預設點上。

4. 點擊儲存按鈕儲存設置，或點擊重置按鈕來清除所有輸入的資訊，對設定不作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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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lco 故障診斷聯繫資訊 

如果使用手冊無法幫助您解決問題，請致電聯繫 Pelco 產品支援：1-800-289-9100（美國和加拿大）或 +1-559-292-1981（國際）

來電需提供產品序號。 

請勿嘗試自行維修本設備。僅由具備維修資格的設備人員進行維修。 

注意：括弧中的數值單位為英寸，其他數值的單位為釐米。 

PTZ 半球室內天花板安裝 PTZ 半球室外天花板安裝 

PTZ 半球室外/室內垂吊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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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設備包含電氣或電子元件，廢棄後必須遵守歐盟關於在處理廢棄電子電氣設備(WEEE)的指令2002/96/EC妥善回收。 

請聯繫當地經銷商諮詢回收此設備的相關資訊。 

Pelco、Pelco 徽標及本刊物中提到的與 Pelco 產品有關的其他商標是 Pelco, Inc.或其附屬企業的商標。 

ONVIF 和 ONVIF 徽標是 ONVIF Inc. 的商標。所有其他產品名稱和服務是其各自所屬公司的財產。 

產品規格和供應情況如有變更，恕不另行通知。 

Copyright 2014, Pelco, Inc. 
保留所有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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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和加拿大 電話： 傳真：

全球其他地區 電話： 傳真：

www.pelco.com www.pelco.com 

Pelco, Inc. 625 W. Alluvial Ave. Fresno, California 93711 USA

http://www.pelco.com/
http://www.pelco/commun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