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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登录界面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2 车辆终端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3 选取车辆跳转监控界面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4 地图监控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5 视频监控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6 轨迹监控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6.2.7 系统设置 ------------------------------------------------------- 错误! 未定义书签。 

 

 



一、编写目的 
通过中心平台，可以实时反映所有在网运营车辆实际情况；对各分控中心实现在线

管理、系统升级和技术支持等；统计各分控中心及工作站上传的运营数据；根据管

理和服务需要，统计分析各类数据。监控中心同时可为政府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交

通、公安、交警、安监、建设等）提供平台接口和信息服务，实现资源共享。 

 

 

 

 

二、平台介绍 

 

服务器主要包括登录服务器、网关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用户管理服务器、WIFI
自动下载服务器，存储服务器、WEB 服务器及远程监控客户端八个部分。 

服务器部分由一个或两个数据库服务器、一个或两个登录服务器、多个网关服务器、

多个流媒体服务器、多个用户管理服务器向车载 DVR 及客户端提供 GPS、视频、报

警等服务。 

 

数据库服务器：主要用于存放服务器的配置信息，报警事件等。 

登陆服务器：接受各种服务器的注册，并协调和管理成功注册的服务器。为客户端、

配置端分配用户管理服务器，为车载 DVR 设备分配网关服务器；实现用户管理服务

器、网关服务器等服务器的负载均衡。 

网关服务器：提供车辆接入服务。车辆与网关服务器建立通信链路，并通过此链路

传送车辆位置及状态信息。 

流媒体服务器：提供媒体数据转发功能。主要包括音视频、对讲、监听、抓拍、参

数配置、搜索及下载进行数据转发。 



用户管理服务器：提供客户端接入服务。 

WIFI 自动下载服务器：车进入车站后，发现如果有 wifi 就自动连接并下载录像文

件。 

存储服务器：用于存储通过视频录像抓拍的图片，减少成本 

WEB 服务器：主要提供 GIS 电子地图信息，并为 CMS 后台、前台管理系统的登录

提供链接服务。 

客户端：提供实时视频预览、GPS 定位、电子地图显示、车辆状态监控、图片抓拍、

录像搜索、录像下载与回放、车辆轨迹回放、实时报警信息监视、报警信息统计、

车辆参数配置等功能。本版本客户端分为 WEB 客户端和 C 客户端，用户可使用不

同方式登录和管理自己所拥有的车辆。 

 

 

三、服务器部署及管理 

3.1、运行环境	

3.1.1 服务器基本要求 

操作系统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03 或者更高 

CPU 英特尔四核至强，且主频不小于 Xeon 5410(2.33GHz) 

网卡 2 个 Gigabit Ethernet  

内存 4G(或者更高) 

硬盘 1TB 

光驱 DVR-ROM 

其它 

支持 VGA 显示 

支持普通键盘口，推荐使用 USB 键盘口 

需要有电脑、运行、硬盘等状态指示灯 

 

3.1.2 流媒体服务器 

性能规格 

 

最大可支持 256 路入口视频流的分发，入口媒体流带宽最大

128Mbps 

单路媒体流最大复制输出 6 路，出口媒体带宽最大 512Mbps 

千兆网口的速率下，20Mbps 输出码流，平均转发时延小于 5 ms 



千兆网口的速率下，100Mbps 输出码流，平均转发时延小于 40 ms 

千兆网口的速率下，512Mbps 输出码流，平均转发时延小于 200 
ms 

视频带宽 

 

按每路CIF格式视频每秒 320Kbit数据量，256路视频需要 320*256 
= 81,920 Kbit 带宽 

说明：目前 MDVR 设备在 3G 网络环境下，受网络带宽限制，最高

上传 CIF 分辨率视频。 

 

3.1.3 系统部署示例 
本示例仅供参考，具体以用户硬件、网络及 CMS、MDVR 安装环境为准。 

3.1.3.1  200 台车辆 

 



3.1.3.2 5000 台车辆 

 

 

流媒体服务器，需要跟据用户实际使用的情况，配置多个流媒体服务器信息 

3.1.3.3 50000 台车辆 

 

 



 

 

 

3.2软件安装向导	

 

1.双击安装包，运行 CMSServerV6 安装程序，弹出选择语言的界面（简体中文

/English），如下图所示： 

 

 

图 4.1 选择安装语言 

 

2. 选择安装语言“简体中文”或“English”后，点击“确定”进入安装向导界面： 

 

图 4.2 安装向导 

 

3. 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安装路径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3 选择安装路径 

 

4. 选择开始菜单文件夹放置位置，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图 4.4 选择快捷方式程序位置 

 

5. 选择附加任务（是否创桌面快捷方式），然后点击“下一步”继续 



 

图 4.5 选择是否创建桌面快捷方式 

6. 点击“安装”，执行程序安装操作，完成安装向导 

 

 

图 4.6 执行安装程序操作 

 

7. 单击“完成”按钮，进行相关数据配置。 



 

 

图 4.7 数据库参数配置 

8. 点击“下一步”，进行 web 服务器参数配置。 



 

图 4.8 web 服务器端口配置 

9. 点击“下一步”，进行网络地址配置。 

10.  

 

图 4.9    网络 IP 地址配置 

默认选的是公网 IP,如果是在局域网

内使用，这里一定要选择局域网 IP 



10. 点击“完成”，可运行 CMSServerV6 服务器控制器。 

 

 



图 4.10 配置完成 

3.3服务器管理	

3.3.1 软件注册 
新安装的服务器软件，我司都会提供给 10 个设备测试使用。如果需要正式使用请联系我司

负责人给于授权增加。 

如果服务器可以连接到外网的，不用提供特征码给我们，直接网络授权给用户。 

 

如果是走 VPN 的服务器，则需要提供给特征码给我们，再由我司提供注册码。 

3.3.2 数据库配置 
数据库配置也是数据库管理工具，主要用于数据库的数据损坏、数据量过大等修复数据库的

工具。 

3.3.2.1 数据库参数 

配置数据库信息 



 

 

3.3.2.2 一键恢复 

 

 



"一键恢复" 

 

"导入大数据"  

 

 

 

 

 

3.3.3.1 高级维护 

 



 

"备份数据" ---- 备份当前数据库(选择类型,时间),数据库必须是正常运行状态

 

"重建数据库" ---- 将原来的数据库,重命名后,新建一个空的数据库,重命名时数据库必须是

关闭状态,建表时必须是正常运行状态 

 

 



 

"还原数据" ---- 将备份的数据按照选择的类型和时间,导入数据库中。点击“浏览”可以从

指定文件夹中恢复数据 

 

"清理数据" ---- 选择类型,时间后,将对应数据从数据库中删除,不可恢复,注意备份数据 

 



 

 

3.3.3.4 历史数据 

先配置历史数据服务,按钮功能与"高级维护"操作相同 

3.3.3.5 分区表 

注意：删除分区表会删除其中的所有数据，并且不可恢复 

如果数据过大而且又不需要这些数据时可以进行删除 

 

 

3.3.3 DIY 
定制服务器 LOGO 名称，定制一些服务器上不要的功能等 



 

1、WEB 和客户端上的 logo 可以在此界面修改 

2、功能定制如果需要屏蔽一些不需要的功能可以去掉勾选 

 



3.3.4 网络地址配置 

 

主要是用于配制服务器的连接地址（可以使用 IP 地址或者域名地址） 



3.3.5 历史备份 

 

3.3.6 数据迁移 
此功能主要用于版本的服务器升级使用的 



 

WEB 

1、基础数据：车辆信息、设备信息、用户信息、公司信息等。迁移过去之后服务器就可以

正常使用，但 GPS 数据、报警数据等比较大的数据 没有迁移过来。 

2、日志数据：GPS 数据、报警数据等比较大的数据。迁移的时间可能比较久但不会影响服

务器的正常使用（迁移过程中不要关闭界面直到提示成功） 



3.3.7WEB 端口配置 

 

用于 WEB 端口的连接 



3.3.8 自动维护 

 

建议停用，如果需要用的，服务器会根据需求自动重启。 

 

四、WEB 客户端使用说明 

4.1	登录界面和运行界面	

4.1.1 登录界面 
打开浏览器（IE 版本 8 以上）输入服务器上的 IP（如果 WEB 端口不是 80 的请加上端口号）

即可以跳到登录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