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G 高清智能一体化应急球（带液晶）型摄像机

产品使用说明书

使用本产品之前，敬请您仔细阅读本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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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简介

4G 高清智能一体化应急球（带液晶）型摄像机

GB/T28181

支持全帧率 1080P 的 H.265 两百万像素网络高清便捷式云台摄像机

1.1. 产品概述

产品概述：

高清 AI 智能一体化布控球 MG-TC18-AI-4G 是一款功能全面、便携方便的无

线视频应急指挥一体化产品；产品集成度高，内置高性能锂电池，设备防水等级

可达 IP66，可满足临时布控和快速安装的特殊要求。执行任务时可将设备临时

安装在需要监控的位置或车辆上，主要应用于电力行业、公安、交警、消防、军

区、法院、监狱、环保等单位。

产品特性：

 H.265 视频编码，支持双码流；最高分辨率可以达到 1080P；

 双 4G 全网通模块，实时传输高清画面，可扩展 5G 模块；

 支持人脸检测、人脸识别、安全帽检测、车牌检测等智能分析功能；

 支持四类目标（抽烟、打电话、工作服、非工作服）检测功能

 红外夜视功能，实现日夜监控，红外灯控制和一体机 ICR 滤片同步切换，达

到完美夜视效果；

 GPS/北斗双模定位功能；

 新型超薄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定位准确；

 视频检测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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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程实施监控，支持喊话、伴音及双向语音对讲，内置蓝牙模块，可选配手

咪或蓝牙耳机；

 支持自动光圈，自动电子快门功能，适应不同监控环境；

 双 TF 卡槽，单槽支持最大 256G TF 卡，支持识别加密卡；

 智能化自动除雾功能使设备在任何时候都具备高清晰的画面；

 内置大容量锂电池供电，支持设备长时间运行；

 可选配内置扬声器加拾音器，无需外接设备即可实现对讲及播报功能

1.2. 技术参数

功能 明细 性能说明

摄像机参

数

图像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CMOS

像素 约 238 万像素

分辨率 1920(H)×1080(V)

照度 0.001Lux @(F1.5,AGC ON)彩色 ，0.0001Lux @(F1.5,AGC ON)黑白

镜头 30 倍光学;16 倍电子变倍

焦距 f=5.6mm( 广角端 ) ～ 168mm( 远端 )

进行参数调节 白平衡、自动增益控制 AGC、背光补偿 BLC

信噪比 ≥50db

电子快门 1/25 - 1/100000

网络

视频编码 H.265、H.264

分辨率 1080P、720P、VGA

音频接口 3.5mm 音频接口，支持语音对讲（可配对讲手咪）

蓝牙 支持，内置蓝牙模块可外接蓝牙耳机或音响

3G/4G/5G 支持电信、移动、联通三大运行商单双模，无线内置；可扩展 5G 模块

Wifi 支持

定位 GPS 定位 支持 GPS、北斗定位

云台

水平范围 360°

水平速度 120°/S

垂直范围 -15°～+90°

垂直速度 30°/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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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置位 128 个

巡航 8 组

花样扫描 3 组

红外 最大照射距离 80 米

智能

人脸抓拍 支持

人脸识别 支持，内置 10 万张人脸库，可进行人脸比对分析

安全帽检测 支持，可对安全帽佩戴状态、及安全帽颜色进行识别检测

车牌检测 支持，可对来往车辆车牌进行检测并抓拍

智能检测 支持，可对抽烟行为、打电话行为及未穿工作服行为进行检测并抓拍

语音播报
支持对人脸识别结果、未戴安全帽、抽烟、打电话、未穿工作服等行为

进行语音播报提示

电源 输入 内置 10Ah 锂电池，最高持续工作 8小时

存储 TF 卡 支持 TF 接口，采用插卡式，双 SD卡存储，每张最大容量支持 256G

其它

安装方式 吸盘/壁装

防水等级级 IP66

尺寸 Φ130mm * 230mm

环境温度 -35℃--55℃

重量 2.5KG

环境湿度 10%-90%（无凝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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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安装指南

2.1. 产品尺寸

本产品底端装有 5 个磁力复合吸盘，可强有力的吸附在车顶或含铁设备上，适应多种环境下

便捷式安装使用。

主机底盘 防坠栓

2.2. 安装方式

固定盘安装，M5*8 带弹垫平垫的内六角不锈钢螺丝穿透安装盘下底板内部 5 个螺丝孔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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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板，固定在主机底板上。下底板外侧 4 个Φ9螺丝孔用于固定在需固定的设备上。

注意事项：设备室外禁止倒装，倒装防水性能降低，可能导致设备进水。

2.3. 云台出线定义

2.4. 卡槽定义

拧开 2 个带防水垫的紧固螺丝，此处是放置 SIM 卡和 TF 卡的卡槽，上下为一组，可单用，

上卡可以进行视频存储，下卡可以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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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 卡插槽(左侧)
安装 Micro-SIM 卡，芯片向下，缺口朝里，轻按一下将卡

锁死，再按一下弹出；左部插槽为 SIM 卡 1、SIM 卡 2

存储卡插槽(右侧)
接口 TF 卡，轻按一下将卡锁死，再按一下弹出；右部插

槽为 TF 卡 1、TF 卡 2

2.5. LED 显示屏

显示 wifi 连接状态；

AP 表示无线热点连接，X表示未连接 wifi

GPS/BD 定位状态

蓝牙连接状态

图标动态显示剩余电量

TF 卡 1、卡 2状态及剩余存储空间；

检测不到 TF 卡时显示 NO TF

SIM 卡 1、卡 2状态、拨号状态及信号强度；

检测不到 SIM 卡时显示 NO SIM

2.6. 按钮及接口

下图显示主机上的 3个配件位置，图中标示 1为综合线接口，图中标示 2为防坠

栓，图中标示 3为主机电源开关，按键式，若主机只充电则不需要打开此开关。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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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安装使用

打开手提箱，取出布控球主机和相关配件，将设备各个配件与对应的主机接

口正确连接。通常有如下几个步骤：

1.将三角支架取出，安装支架托盘，调整到适宜高度，选择平整地点支起三

角支架；当工作现场的风力较大时，可以把手提箱作为配重挂在三脚架上。

2.将手提箱内的布控球主机取出并置于三角架托盘之上，确保支架稳定。

3.按下电源开机键，电源键点亮，布控球旋转自检表示设备正常开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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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设备连接及参数配置

3.1. 有线连接

3.1.1. 设备使用网线直连

3.1.2. 设备通过交换机（或路由器）连接

3.2. 网络配置及网页登录

布控球默认出厂ip为192.168.1.9，如果设备IP 地址和电脑的 IP 地址不在

同一网段，可先在电脑端设置增加一个192.168.1段的ip。

登录系统请使用 Internet Explorer浏览器作为 Web 客户端。开启电脑中

的IE浏览器并在地址栏中输入您要访问的设备的IP地址（出厂IP为192.168.1.9）

浏览器显示设备的登录界面，默认设置用户名：admin；密码：0403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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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本设置

可选择网络接入方式，可设置加密传输和 LAN 地址

3.3.1. WAN 设置

根据需求选择网络接入方式，目前可选：4G（LTE 拨号）；STATIC（固定拨

号）；WIFI（wifi 接入）。

4G网络环境设置

在基本设置-WAN 设置中将 WAN 口接入方式选择为 4G。

网络模式： LTE only 表示仅 4G；LTE+3G 表示 4G+3G;3G only 表示仅 3G，

双卡拨号时可选择卡 1优先或卡 2优先。

使用公网 4G 卡时用户名、密码、接入点默认不需要进行配置；若使用 APN

卡，需在对应的运营商卡类型后修改运营商提供的用户名、密码、接入点及模式

STATIC 固定拨号设置

在基本设置-WAN 设置中将 WAN 口接入方式选择为 STATIC，根据实际的网络

环境来进行配置对应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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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FI 网络环境设置

在基本设置-WAN 设置中将 WAN 口接入方式选择为 WIFI，输入可连接的 WIFI

热点和接入密码，在 WIFI 环境可以连接互联网时可以与服务器进行连接。

3.3.2. 加密传输

加密传输主要用加密卡开启和设置。

3.3.3. LAN 设置

LAN用于和摄像机连接及电脑访问，LAN IP地址应该和摄像机处于同一网段。

3.4. 路由设置

可根据需求在路由设置界面配置端口转发、静态路由和无线路由等功能。

3.4.1. 端口转发设置

端口转发以启用外部计算机，访问局域网提供的网络、FTP 或其他服务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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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转发协议两种 UDP、TCP

填写所需转发的服务器 IP

填写所需转发的服务器端口号

3.4.2. IP 隧道设置

用于将数据传输至另一不相连的网络中。

3.4.3. 静态路由设置

为模块设置静态路由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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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无线路由设置

可设置无线路由的地址池和子网掩码，用于开启 SIM 卡 1 或 SIM 卡 2 的无线

路由功能。

3.5. 其他设置

可对设备摄像机设置、私有平台注册、国标平台对接、无线设置等功能进行

设置和开启。

3.5.1. 摄像机设置

可对摄像机地址、摄像机除雾强度、osd 叠加位置、语音播报等功能进行设

置。

说明 参数

摄像机地址 用于模块连接摄像机的地址，出厂已设置无需更改

除雾强度 根据实际使用场景及季节变化，开启除雾强度后手动设置不同季节除

雾强度百分比（默认状态下为 50%，即 30s 除雾，30s 冷却），可根据

当地气候情况选择夏季月份

低功耗模式 可开启云台低功耗模式

名称 OSD 开启和设置名称 OSD 位置，设置完成后可在视频相应位置看

到编辑的设备名称

状态 OSD 开启和设置网络状态 OSD 位置，设置完成后可在视频相应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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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看到设备 SIM 卡状态、信号强度、电量等

定位 OSD 开启和设置 GPS 定位 OSD 位置，设置完成后若设备定位成功，

可在视频相应位置看到设备定位信息

自定义 OSD 开启和设置自定义 OSD 位置，可自定义一行 osd 叠加内容，

设置完成后可在视频相应位置看到自定义内容

3.5.2. 平台注册

用于私有平台对接，选择开启后，填写相对应的服务器地址，端口和类型，

点击确定即可。

注：设备出厂时已设置相应私有平台信息，如要更改私有平台请联系我们进行对

接。

3.5.3. 国标平台对接

用于国标平台对接，选择开启后，填写相对应的国标平台信息，点击确定即

可。

参数 说明

填写分配的设备编码 ID 及通道 ID，若无

通道 ID，均填写设备编码 ID

填写服务器编码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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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服务器 IP 地址和服务器端口号

填写注册用户名和密码

设置 SIP 注册有效期，默认不需要修改

设置心跳包发送的频率和次数，默认不需

要修改

设置设备注册名称

开启 GPS 定位功能、设置上报间隔

3.5.4. 无线设置

AP 模式：AP 模式开启后，使用平板或手机无线连接布控球热点，通过我司

APP（安卓）软件可对布控球进行视频查看及方向控制。具体开启方式如下：

步骤一：在其他设置模块中找到无线设置。

步骤二：选择开启后，设置 AP 模式的 SSID 和密码后点击保存。

蓝牙连接：如要使用蓝牙音箱或蓝牙耳机，开启蓝牙音箱或耳机的蓝牙配对

模式后，在无线设置中点击扫描设备，将扫描到的设备 MAC 复制填入并点击确认

保存，界面显示已连接即表示蓝牙连接成功。

注：可根据实际运用场景对播放音量进行调整

3.6. 高级设置

在高级设置中可对设备的信息进行设置，如 MAC、管理服务器等。同时可使

用升级备份功能进行远程升级和备份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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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设备信息

在设备信息里可查看模块固件版本、模块版本以及连接状态。

参数 说明

设置当前设备 MAC 地址

设置管理服务器地址

设置强制拨号值

设置系统维护

查看 WAN 口连接状态

3.6.2. 升级备份

用于升级模块和上传或备份模块的设置参数。

参数 说明

上传升级模块固件

将模块参数进行备份，下载

至本地磁盘中

上传备份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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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状态查询

在状态查询界面中可查看 SD 卡、GPS、4G、WIFI 等信息状态，也可查询设

备日志

3.7.1. SD 卡状态

可查看 SD 卡识别状态，检测到 SD 卡即为 OK，未检测到 SD 卡即为 NONE；也

可对 SD 卡进行格式化。

3.7.2. GPS 状态

可查看 GPS 定位状态，未定位成功显示 NO SIGNAL，定位成功即显示定位坐

标值及检测卫星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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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4G 状态

可查看 SIM 卡 1、SIM 卡 2 拨号状态，状态为“SYSINFO:2,2,0,9,1”或

“SYSINFO:2,3,0,9,1”时表示 4G 拨号成功，其他状态表示 4G 入网异常，详见

下表《4G 取值说明》。
注：+CSQ：信号值，信号值范围一般在 15-31，值越高表示信号强度高，低于 20 时，

信号较差，传输效果差

4G 取值说明

参数 说明

^SYSINFO
^SYSINFO:<srv_status>,<srv_domain>,<roam_status>,<sys_mode

>,<sim_state>，99 OK

取值说明

<srv_status>

取值 含义

0 无服务

1 有限制服务

2 有服务

3 有限制区域服务

4 省电状态或深度休眠

<srv_domain>

取值 含义

0 无服务

1 仅 CS 服务

2 仅 PS 服务

3 PS 和 CS 服务

4 搜索网络

<roam_status>

取值 含义

0 非漫游状态

1 漫游状态

<sys_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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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值 含义

0 无服务

1 AMPS 模式

2 CDMA 模式

3 GSM 模式

4 EVDO 或 TDS 模式

5 WCDMA 模式

6 GPS 模式

7 GSM 和 WCDMA 模式

8 CDMA 混合模式

9 LTE 模式

10 GSM,WCDMA 和 LTE 模式

<sim_state>

取值 含义

0 卡状态无效

1 卡状态有效

3.7.4. Wifi 状态

可查看 wifi 连接状态，wifi 状态由 变为如下图所示状态即为连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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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智能分析功能使用说明（仅带智能分析功能布控球

支持）

4.1. 网页登陆

在 IE 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相机的 IP 地址默认：192.168.1.8，然后回车，

会弹出登录界面下图所示，输入用户名 admin，密码 admin888 并点击登录

首次登录需安装控件，如不安装无法预览视频画面，安装步骤如下：

步骤一：在登录界面点击下载控件

步骤二：在弹出窗口中点击运行，根据提示进行控件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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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控件安装完成后需刷新浏览器，使登录按钮恢复为可点击状态。

4.2. 周界检测

在智能配置中选择周界检测，勾选使能，设置检测区域并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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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区域”：周界绘制的区域。

“事件类型”：显示智能的种类。

“清楚划线”：清除区域内绘制的线路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未报警颜色”：选择周界未报警时线条的颜色。

“报警颜色”：选择报警时线条的颜色。

“时间段”：设置报警生效的时间段设置。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功能展示



26

4.3. 绊线检测

在智能配置中选择绊线检测，勾选使能，设置检测区域并点击保存

“显示区域”：拌线绘制的区域。

“事件类型”：显示智能的种类。

“清除划线”：清除区域内绘制的线路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未报警颜色”：选择未报警时线条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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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颜色”：选择报警时线条的颜色。

“时间段”：设置报警生效的时间段设置。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功能展示

4.4. 人脸检测

流程：

在智能配置-算法模式中将算法切换至人脸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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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功能开启

选择人脸检测>规则配置，勾选人脸检测使能、显示规则线、底层画框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显示规则线”： 检测到人脸显示红色选框

“底层画框”： 规则线显示在底层程序

点击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4.4.2. 联动配置

点击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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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4.4.3. 参数配置

抓图参数

“抓拍间隔”：可选人脸抓拍的间隔时间

“抓拍张数”：可设置同张人脸的抓拍张数

“新人脸抓拍间隔”：可设置检测到新人脸时的抓拍间隔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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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抠图模式”：可选小图模式、小图/大图模式

检测参数

“最小人脸像素”：设置最小人脸像素，默认为50

“最大模糊程序”：设置人脸最大模糊程序，默认为1

“人脸图缩放”：设置人脸图缩放比例，默认为1

“斜脸角”：设置斜脸角，默认为180度

“俯仰角”：设置俯仰角，默认为180度

“侧脸角”：设置侧脸角，默认为180度

“检测类型”：可选人脸检测、人脸人形检测（设置安全帽检测时选择人脸人形

检测）

人脸属性

“特征值上报”：开启后抓图时上报人脸属性特征

“人脸属性检测”：开启后检测人脸属性，包含是否佩戴帽子、年龄、是否有胡

子、眼睛遮挡、性别、帽子颜色、头部遮挡、是否佩戴口罩

“活体检测”：开启后检测是否为活体

“活体阈值”：可设置活体阈值范围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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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安全帽检测

流程：

4.5.1. 功能开启

选择人脸检测>安全帽检测>规则配置，勾选使能（开启安全帽检测功能，需

先在人脸检测参数配置中选择检测类型为”人脸人形检测”）

点击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4.5.2. 联动配置

点击安全帽/非安全帽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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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时间间隔”：可设置检测到未戴安全帽后的报警上传间隔时长。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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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脸识别

流程：

4.6.1. 功能开启

选择人脸识别>人脸识别置，勾选”启用人脸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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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人脸录入

选择人脸识别>识别，点击添加人脸库

输入人脸数据库名称、人脸数据库ID及备注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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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的人脸库，选择单个添加或批量添加人脸照片

“添加”：手动输入证件号、姓名、性别、出生日期、备注信息并导入对应

人脸照片

“批量添加”：人脸照片文件名按如下图所示格式命名，注意文件格式及大

小需符合导入要求。点击上传附件即可批量选中文件添加到人脸库内

4.6.3. 人脸建模

导入人脸数据后，选中单个人脸数据点击建模或全选人脸数据点击批量建模，

建模完成后查看列表中建模状态，显示建模成功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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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人脸比对

人脸库建模成功后，点击人脸识别，分别选择配置一~配置四，设置规则布

防、联动配置及对比人脸库

“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点击配置一>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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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配置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点击配置一>人脸库，选择要比对的人脸库，并设置相似度阈值，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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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展示

4.7. 智能检测（四类目标检测）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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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功能开启

选择智能检测>智能检测，勾选使能、显示规则线、底层画框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显示规则线”： 检测到人脸显示红色选框

“底层画框”： 规则线显示在底层程序

“最小检测像素”：设置最小人脸像素，默认为10

“最大检测像素”：设置人脸最大模糊程序，默认为8192

“抓拍间隔”：设置抓拍间隔，默认1秒抓拍一次。

“检测周期”：设置检测周期，默认1000毫秒检测一次。

“抓拍张数”：设置抓拍图片张数，默认每次抓拍5张照片

“分数阀值”：

“检测目标”：可设置四类检测“打电话”、“吸烟”、“制服”、“非制

服”。在设置中勾选相对应功能“使能”后设置检测灵敏度即可，默认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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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联动配置

“时间段”：选择设置>编辑检测时间和时间段。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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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功能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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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车牌检测

在智能配置-算法模式中将算法切换至车牌算法

4.8.1. 功能开启

选择车牌检测>车牌检测，勾选启用车牌比对、显示规则线、底层画框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显示规则线”： 检测到人脸显示红色选框

“底层画框”： 规则线显示在底层程序

点击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抓拍间隔”：可选人脸抓拍的间隔时间

“抓拍张数”：可设置同张人脸的抓拍张数

“车牌抓拍间隔”：可设置检测到新车牌时的抓拍间隔时长

“抠图模式”：可选小图模式、小图/大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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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2. 联动配置

点击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4.9. 车牌识别

4.9.1. 功能开启

勾选启用车牌比对>设置规则布防>设置联动配置>选择车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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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车牌录入

选择车牌识别>识别管理，点击添加车牌库

输入车牌数据库名称、车牌数据库ID及备注信息，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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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创建的车牌库，选择添加

“添加”：手动地区，填写车牌号码和备注信息，点击注册即可。

4.9.3. 车辆识别

车牌库建模成功后，点击车牌识别，设置规则布防、联动配置及对比车牌库

“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点击配置一>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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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动配置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录像延时”：设置报警联动录像的延时时间长。

“云台联动”：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云台功能，并选择联动的云台功能。

“抓图”：选中启用报警联动抓图功能。

点击配置一>车牌库，选择要比对的车牌库，点击保存

4.10.视频结构化

勾选启用车牌比对>设置规则布防>设置联动配置>选择车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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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1. 功能开启

选择视频结构化>视频结构化，勾选启用车牌比对、显示规则线、底层画框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显示规则线”： 检测到人脸显示红色选框

“底层画框”： 规则线显示在底层程序

点击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选择车牌检测>车牌检测，勾选启用车牌比对、显示规则线、底层画框

“使能”： 选中开启智能功能

“显示规则线”： 检测到人脸显示红色选框

“底层画框”： 规则线显示在底层程序

点击规则布防，设置布防日期和时间段

“抓拍间隔”：可选人脸抓拍的间隔时间

“抓拍张数”：可设置同张人脸的抓拍张数

“车牌抓拍间隔”：可设置检测到新车牌时的抓拍间隔时长

“抠图模式”：可选小图模式、小图/大图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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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联动配置

点击联动配置，设置联动功能

发送邮件”：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发送邮件。

“日志”：选中后在日志中显示

“上传服务器”：选中后上传到FTP服务器

“去抖动”：设置去抖动的时间。

“报警输出”：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输出报警功能。

“输出延时”：设置报警输出的延时时间

“录像通道”：选中后启用报警联动启动录像功能，并选择通道。



49

4.10.3. 参数配置

目标属性

“机动车”：开启后检测机动车。

“非机动车”：开启后检测非机动车。

“车牌”：开启后检测车牌。

抓图参数

“抓拍间隔”：可选人脸抓拍的间隔时间

“抓拍张数”：可设置同张人脸的抓拍张数

“新人脸抓拍间隔”：可设置检测到新人脸时的抓拍间隔时长

“抠图模式”：可选小图模式、小图/大图模式

检测参数

“最小人脸像素”：设置最小人脸像素，默认为50

“最大模糊程序”：设置人脸最大模糊程序，默认为1

“人脸图缩放”：设置人脸图缩放比例，默认为1

“斜脸角”：设置斜脸角，默认为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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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角”：设置俯仰角，默认为180度

“侧脸角”：设置侧脸角，默认为180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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