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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本操作手册，仅提供参考，产品的所有外观，功能等，请以实物

为准

 本产品可选配 4G、WiFi、GPS、身份证识别、IC卡读卡器等模组，

请以实物为准

 请勿将设备的镜头对准强光物体，以免影响抓拍效果，甚至造成

镜头损坏

 请及时配置所有密码及其他相关产品安全设置，并妥善保管好您

的用户名和密码

 生物识别产品无法 100%适用于任何防伪环境，高安全级别场所，

请使用组合认证方式

 建议安装在室内，保障稳定及充足的光照环境，在背光及光照条

件不足的情况下要求补光，以确保人脸特征清晰可见，且需避免

强光直射，以免影响人脸识别速度

 室内需选择温度较为稳定、无风的场景，不建议安装在室外，避

免安装在高温，温度变化剧烈的环境，以免影响体温测量效果

 建议测量位置与出入口有一定距离，以降低室外高低温环境对目

标体表温度的影响

 本设备固件将不定期更新，为了您的更好体验，请及时维护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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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该嵌入式智能身份识别终端是一款人脸比对终端类产品，提供

人像活体检测、人脸抓拍和比对等基础功能，搭配 4g、身份识别等

相应的软硬件模块，为人员通道卡口管理提供更安全方便的方案。可

广泛应用于楼宇门禁，公司考勤、小区出入控制等场景。

1.2 产品安装

1.2.1 尺寸图



7

1.2.2 通道闸机立式安装方式

此设备需要安装在通道闸机上。安装前，需确保闸机顶盖板已

打有与设备配套的孔位。

注意： 闸机顶板开孔尺寸为Ø40mm(±2)。

1.2.3 立式支架安装方式

落地式快速布署

材质：高品质钢材

规格：1-1.5M 可调节

支持底部螺丝固定

安装方便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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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接线说明

接线示意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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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屏目显示说明

热成像
体温显示

额温检测区域

比对结果

设备时间

导入人脸

数量/库

容量

设备 IP



10

二．客户端

2.1 控件安装

相机通电后、屏幕上会出现该相机默认 IP，使用 ie 浏览器连

接相机、在网址栏输入相机 IP地址、相机默认 IP为 192.168.1.189

登录后下载客户端、双击下载的程序安装客户端。如下图：

注：如无法下载，修改 IE浏览器“工具”菜单里 Internet 选项，取消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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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界面登录

2.2.1 登录

安装客户端后，桌面上会生成应用程序图标“ ”，双

击运行，会出现如下登录界面，可选择程序语音，目前默认语言有中

文与英文。输入已知的相机 IP 地址、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

按钮登录相机。

超级密码登录：若用户忘记密码，可联系厂家使用超级密码工

具获得超级密码临时登录。

或者点击放大镜进入相机搜索界面，点击“搜索”按钮，进入

到搜索界面，自动去搜索局域网内所有双目相机，勾选某相机编号栏

框框，选择相机登录。如下图：

客户端右上角点击 ，即可注销登录，返回到登录界面，左

上角显示当前登录该客户端相机的 IP；右上角同时显示当前登录用

户信息 。点击 ，则将客户端最小化，点击 ，则弹出框询问

是否确定关闭客户端，选确定则退出，选取消则取消该次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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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升级

选中某通道栏后，下方 IP地址栏会自动填充该 IP以及用户名

与密码，该栏可修改相机的 IP地址，在输入框内填上相应 IP地址后，

点击修改按钮，即可修改成功；下方批量修改即上方通道栏批量勾选

两台或以上相机，起始与结束 IP 即在修改时自动给相机分配修改后

的 IP，网关与子网掩码统一做处理，DNS 配置项目前默认为：

114.114.114.114,可修改，最后点击“批量修改”，等待修改成功提

示；批量升级，点击浏览可以选择客户端所在 pc的本地路径升级文

件，选择好文件后，点击“批量升级”，出现升级进度条，等待升级

成功提示。

2.2.3 批量操作

点击批量操作，弹出批量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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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 人脸操作

2.2.3.1.1 批量导入

如图：

在人脸导入框勾选一台或多台设备后，点击人脸导入，进入导

入信息界面，如图：

导入类型：有添加人脸即单张导入，添加多个人脸即批量导入，

单个文件指从设备端导出的 bin 文件，多个文件指从设备端导出的多

个 bin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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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路径：即可选择所要导入图片的路径。

分组名称：名称可填设备已存在的分组名称，若名单类型与设

备已存在的不一致，则会提示修改为当前配置的参数，也可填设备不

存在的分组名称，重新建立分组，如图：

启用：默认勾选，即添加人脸时该人脸为布防状态。

单张添加：填写人脸信息：姓名，语音，编号，描述等，姓名

框后方有自定义音频选项，勾选后，下方语音框可导入已准备好的

wav 格式的音频，也可点击录制，自行录制该模板名字音频。韦根分

配方式，一共有三种；公共 id，手动输入，自动分配，选择自动分

配则下方韦根号无法输入，这里的分配方式根据下面说的开闸控制设

置。点击“保存”按钮，添加人脸。调度类型：可在添加时选择启用

已存在的调度或者不启用。

点击 ok后，人脸导入界面有对相应设备导入人脸进度，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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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1.2 批量导出

点击批量导出，进入导出人脸界面，勾选相应设备后，点击导

出人脸，会弹出选择导出路径界面，选择相应路径后，直接开始导出

人脸，导出格式为 bin 文件，文件名为设备 IP。如图：



16

2.2.3.1.3 人脸克隆

点击人脸克隆，进入克隆人脸界面，勾选相应设备后，点击克

隆人脸，弹出克隆到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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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相应设备后，出现以下提示，点击确认后，直接进入克隆

进度界面，如图：

2.2.3.2 批量查询

点击批量查询，进入批量查询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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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选择设备后，选择一台或多台设备，再点击查询，查询条

件可设置开始时间与结束时间、搜索类型有：无附加信息查询、根据

通行方式类型、根据名单类型、根据其他信息查询、按照片查询等五

种，如图：

点击查询后，进入查询进度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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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结果，可选择设备展示结果，也可直接默认全展示所有结

果，如图：

2.3 预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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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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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显示当前比对结果信息，包括相似度，姓名，编号，描述，

名单类型，时间 等，如图；

 3.点击“抓图”，pc 端会显示抓图已成功到系统设置所选择

的路径下。

 4.打开红外成像画面：点击该按钮即可看到红外成像画面，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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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打开抓图路径：该按钮与系统配置页的抓图保存路径有关，

若抓图保存路径已设置并保存成功，则点击该按钮可进入到抓图路径

内，若未设置，则点击该按钮无反应，如图：

 6.实时人脸：实时人脸即该页面可实时显示画面中出现的人脸，

是会不停对人脸进行更新替换的。显示实时人脸最近 15 条历史记录

图片，选中图片双击，可将历史记录图片添加至模板功能；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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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IP 地址：客户端左上角显示当前登录设备的 IP地址。当设

备异常，断网或断电时，左上角显示红色提醒字样：连接异常，如下

图：

2.4 名单管理

名单管理设计人脸库管理；可添加单个人脸，批量添加人脸进

行分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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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图片中的人脸图片只有一个，该相机作为通行管理闸机，

不可对超过 1 人以上去管理通行，图片像素建议不超过 1920*1080p

像素。

2.4.1 名单分组管理

搜索类型：

按名单类型：该模块默认按名单类型显示名单，即当前显示的

分组名称与分组类型。

按查询条件查询：人脸分组内的数据信息可以根据名单管理的

类型、姓名、编号等条件对底库数据进行模糊查询或全词匹配查询操

作。如图：

查询模型无效名单：该搜索类型针对当设备人脸算法版本有改

善时，前一版本算法下的人脸进行升级后设备在加载人脸库时会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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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失败的人脸，在该项可查询到具体人脸，用户可针对该选项下人脸

名单进行重新添加操作。

添加人脸前需创建分组，否则无法添加人脸。

添加分组：：可创建分组，点击“添加分组”，对分组进行命

名，将创建的分组进行黑名单或白名单、访客名单设置，并将该分组

关联对应的过道或所有过道，如下图；

修改分组：可重新修改分组的名称，名单类型。

删除分组：可对创建的分组删除；

导入文件：即单个和批量导入 bin 文件，bin 文件首先在导出

的情况下使用。下面做详细介绍；

导出人脸：可将设备中的分组信息进行当前选中的分组导出或

创建的全部分组导出，导出为 bin 文件格式。

2.4.2 人脸模板录入

人脸模板录入可进行单张添加或批量导入；

单张添加：点击“添加人脸”点击“打开”按钮可以选择一张

本地图片，自动对这张图片进行识别，填写人脸信息：姓名，语音，

编号，描述、启用等，目前默认为启用，即添加人脸时该人脸为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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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姓名框后方有自定义音频选项，勾选后，下方语音框可导入已

准备好的 wav 格式的音频，也可点击录制，自行录制该模板名字音频。

韦根分配方式，一共有三种；公共 id，手动输入，自动分配，选择

自动分配则下方韦根号无法输入，这里的分配方式根据下面说的开闸

控制设置。点击“保存”按钮，添加人脸。 如

注：1.导入的图片像素大小不超过 1080P，大小建议在 1兆以

下的 jpg 格式图片。如图；

 2.人脸模板图片的编号是唯一不可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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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 导入名单

批量导入人脸模板之前可先将人脸模板用以下命名，命名需遵

守如“编号_姓名_描述_韦根号”规则；也可无任何命名规则，客户

端会自动以选择的名称类型去进行导入；若选择的命名规则不包括韦

根，则下方韦根分配方式任意一种均可，公共 id则取决于外设控制-

闸机控制-控制接口那选择韦根接口时设置的韦根数；手动输入则可

随意输入一个数字，给批量导入的这批模板同一韦根号，每次导入的

数字可不一样；自动分配则下方数字也不可输入，与外设控制-控制

接口选择韦根接口时设置的自动生成卡号范围有关，自动生成的韦根

号在该范围之内。目前默认对所导入的图片启用，导入即可生效；调

度类型也可在导入前选择，目前默认是不启用（注：若要启用调度类

型则先到参数设置-调度管理中设置调度）如图：

 点击确定后，设备开始导入人脸模板，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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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脸模板导入完成后，界面提示“导入完成”，若在导入过程

中有不符合规格的图片，下方会有提示信息，这时若有不明白情况，

可点击保存错误信息，发给技术支持人员分析。如图；

此时切换模块，在返回该界面可看到分组内已有导入的人脸图

片，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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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款设备导入的人脸总数最多支持 10000 张；人脸总数与

设备类型有关，如有疑问可咨询厂家。

在导入人脸分组之前需先创建一个分组，分组创建成功后，选

择“单个或多个文件导入”；

点击确定后，设备开始导入 bin 文件，如图：

同步音频：点击后可将目前分组内人脸名字音频导入到当前相

机内；

分组详细信息：显示的有人脸、编号、姓名、为根号、描述、

启用框，调度的启用状态，还可对单个模板进行修改，以及删除单个

模板。

2.4.4 名单查询

按名单类型：则可对分组名称与分组类型进行筛选，默认为该

方式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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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查询条件查询：搜索类型有两种：模糊查询、全词匹配。查

询范围指对所包括的名单可进行选择：所有名单类型、黑名单、白名

单、访客名单。编号与姓名框也可进行输入，注意：所有条件选择与

输入好后需勾选前方框，最后点击确认则开始查询，搜索范围越广，

时间越慢，点击取消则退出该操作。如图：

自动清除过期名单：勾选自动清除过期名单则会弹出框，该功

能针对访客名单，对过了访问时间外的名单进行清除，省空间。选择

确定则开始生效，选择取消，则退出该操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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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系统配置

2.5.1 外设控制

2.5.1.1 系统设置

系统音量：可调节人员在通行时所报提示语的音量，鼠标左键

选中圆球，往右边拉动，即可调高音量，最大音量为 100，最低为 0，

右边还有静音按钮，启用静音按钮时无播报语音功能。

屏保：当无人员出现在相机画面时，该相机可设置休眠时间，

当不启用时，相机默认不休眠。当勾选右方启用按钮时，最长休眠时

间为 100，最短休眠时间为 1。

抓图保存路径：第一次登录客户端，点击浏览，选中本地路径

后，点击保存，则在该 pc 上路径会一直保存，想修改路径则再点浏

览，再点保存。

所有配置设置好后，记得点击“保存”按钮才会生效。

重启设备：点击重启设备，会弹出重启设备提示框，选确定则

设备立即重启，选取消则取消此次勾选，或点右上角关闭按钮也是取

消。

恢复出厂：即将该设备恢复到出厂的默认配置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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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2 开闸控制

控制接口：可选择继电器与韦根接口方式；

继电器有继电器编号，该设备一般存在两个报警输出接口，继

电器编号一和二对应报警输出一和二，保持时间则为控制外接设备的

报警保持时间，范围可选择 500 到 10000 毫秒。

选择韦根开闸即韦根直接开闸，后方选项联动 AO 开闸，即若

有选择使用两个闸开门，既可以继电器开闸又可同时韦根开闸。

开闸模式：

刷脸：抓拍到的人脸与白名单中的人脸比对上则开闸。

刷卡：即刷卡开闸。

刷脸+刷卡：读出的卡号在白名单中则开闸。

刷脸或刷卡：读出卡号或者抓拍到的人脸与白名单中人脸比对

上均可开闸。

人证统一：抓拍的人脸与身份证上的人脸比对上则开闸（与模

板库中的人脸无关）。

刷脸+刷身份证：抓拍到的人脸与白名单上的人脸比对上并且

还需要刷身份证则开闸。

刷脸或刷身份证（人证统一）抓拍的人脸与白名单中的人脸比

对上或者抓拍的人脸与身份证上的人脸比对上则开闸。

过人开闸：有人通过则开闸（防范动物）。

2.5.1.3 GPIO控制

GPIO 输出：

工作状态——用户可以通过改变端口的常开常闭的状态来确

定外接设备的状态，如闸机在常开或者常闭状态下闸机门是关闭的。



32

例如当端口 2 设置常闭时，点击设置，外接的闸机会打开，则表明外

接的闸机在常闭状态下一直是打开的情况，常开模式下闸机是关闭状

态。此时要开门联动则需要将设备设置为常开。端口 1 与 2可自由选

择，根据用户外接设备在哪个端口来进行测试，点击设置即可。

触发方式（联动报警）——用户可以通过点击 测试端

口是否可以正常使用，当人脸检测识别机外接两个输出设备时，触发

方式可以起到联动黑白名单报警的作用，点击设置则保存当前联动方

式。

报警延时：指触发设备报警之后持续报警的时间，该选项特指

高温报警时间，不建议高温报警与人脸报警设置同一个输出。

以下为当设置白名单联动报警输出 2 时，客户端的设置，如图：

2.5.1.4 韦根配置

韦根协议——有三种协议，设备选择的韦根协议要与韦根设备保持一

致，且每一种协议对应的韦根 ID的最大值不同，由于韦根协议前后

有两个奇偶校验位，所以韦根 ID的最大计算值的方法为 2^(n-2)-1，

n代表韦根的位率。韦根 26的取值范围：1 到 16777215,；韦根 34

的取值范围：1到 4294967295；韦根 66 的取值范围：1到

184467440737095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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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根ID——输入在一卡通管理系统里设置的ID号，点击测试，

可以听到外接韦根设备发出报警声音。若设置的韦根协议与韦根板选

择的协议不同，外接韦根板不具备协议自适应功能，此时点击测试，

韦根板可能没有反映。

 GPIO 输入（可以作为一组韦根输入或两组 GPIO 输入。）

韦根协议——当作为韦根输入时，可以接入 IC 卡读卡器。要

注意韦根协议要与 IC卡读卡器的协议一致。

输出状态——点击查询，可以查询端口 1 和 2当前的高低电平

状态。

高级设置：点击高级设置弹出有关较复杂韦根方面的设置，偶

校验位数，勾选大端输出后，设置区域码位数与区域码后，确认。（注：

一般普通韦根板无需该设置，否则可能会导致韦根号无效。）



34

2.5.1.5 显示设置

显示设置：可选择本地设备显示的内容选项，显示项有：时间、

IP地址、模板数目，若勾选则设备上显示相应内容。

2.5.1.6 补光灯

补光灯：点击测试，则屏幕上灯亮。

2.5.1.7 串口

实现此设备可实现 485 串口协议。

串口类型：有两种，发送与接收（发送与接收指的设备端）

波特率、停止位，数据位，检验位根据 485 协议具体设置。

发送数据框：当串口所有配置设置好并保存后，在文本框内输

入内容，485 接收器会接收到所发送内容。

接收数据框：当串口所有配置设置好并保存后，在 485 接收器

会发送内容到该设备上，接收框会显示所接收到的内容。

2.5.2 系统配置

2.5.2.1 时间设置

设备时间：可手动修改该相机的时间；

 Pc 同步：点击 pc 同步后设备时间与当前客户端所在 pc 端时

间同步；

时区：点击下拉框，切换时区，页面会弹出新的日期和时间，

下方时区微调会根据时区变化 utc 所加时间，部分时区存在夏令时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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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区微调：勾选时区微调前框框，右方输入框则可填写数值或

者上下键对数值进行加减，最后所填数值则为微调时间。

 NTP 校时：功能启用后，设置好校时间隔，下方服务器地址信

息填写正确后，设备会按照设置的时间间隔进行网络对时（设备需访

问外网）。

2.5.2.2 网络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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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状态：显示当前网络通讯传输连接状态，目前为 100M 全

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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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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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获取 dns 服务器：与上面的 IP 地址有关，若上方选择自

动获取 IP地址，则此处为自动获取 dns 服务器。

使用下面的 dns 服务器：输入首选和备选的 dns 地址。

 telnet：此选项为开发人员选项，默认为勾选。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2.3 AP

启用：勾选启用，则设备开启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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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名：热点名称。

密码：热点密码。

如下图：

2.5.2.4 WIFI

该模块显示附近可搜索到的所有 WIFI，如下图：

2.5.2.5 P2P

该模块显示设备在 app 端所需要的一些基本信息。



37

协议名称：指 p2p 协议名称。

启用：勾选后则启用该功能。

报警推送：勾选后则 app 端可收到该设备端的报警推送。

中心服务器地址：即 p2p 服务器的地址，目前国内服务器为

m2.atvsip.net.

设备 ID：即设备序列号，唯一值。

服务器连接状态：显示设备与服务器之间连接情况，有设备离

线、注册成功等。

 P2P 版本：显示设备内当前的 P2P 版本。

升级版本：指 p2p 升级工具版本（autoupgrade）。

二维码：依次显示 Android 与 Apple 的 app 地址下载连接，以

及设备的 ID号可直接扫二维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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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6 TF卡

该模块可直观查看设备所插入 TF卡的状态，已用与所用内存，

以及 TF卡大小与使用率，如图：

若状态栏显示需要格式化点击下方格式化按钮，可点击刷新实

时查看 TF卡内存变化。

2.5.2.7 用户管理

用户名：方框内输入用户名名称，当有多个用户时，可通过下

拉框进行选择和编辑。

原始密码：即该用户当前登录的密码。

新密码：即该用户名想更换的密码。

确认密码：再输一次新设置的密码。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2.8 邮件设置

发件人

发件人地址：用户填写的发邮件的邮箱地址

密码：用户提供邮箱的密码

 SMTP 服务器：根据用户填写的发件人地址类型填写相应的服

务器。

 SMTP 端口：该端口根据服务器填写，可百度查到。

 启用 SSL；勾选启用框，则启用网络安全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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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件人

收件人地址：用户填写的收邮件的邮箱地址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3 参数设置

2.5.3.1 人脸检测

相似度：即对该相机的相似度进行配置，相似度越高比对准确

率越高，相似度越低，较容易出现误比对情况，目前默认建议值为

80。

活体检测：该功能开启后可避免通过照片通行等，默认为开启

项。

人脸打分阈值：人脸检测分数质量高低，鼠标左键选中圆球，

往右边拉动即可调节阈值大小，从 0 到 100 之间可选。

活体检测宽容度：活体检测质量分数，鼠标左键选中圆球，往

右边拉动即可调节阈值大小，从 0 到 100 之间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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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行间隔时间：不同人通过闸机时，闸机开门时间，范围是：

0到 300 秒。

去重间隔时间：对同一个人闸机开门的间隔时间，范围是：0

到 300 秒。

启用安全帽检测：勾选框则启用安全帽检测功能。

安全帽通行：勾选“未佩戴安全帽禁止通行”，则不戴安全帽

无法通行（注：该选项需在开启安全帽检测前提下才可生效）。

口罩检测：勾选框则启用口罩检测功能。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3.2 温度检测配置

体温：勾选框则启用体温检测功能，目前有两款测温设备，额

温设备建议人脸保持在设备人脸框中，检测距离建议 30—40 厘米，

腕温设备有效测温距离较短，建议轻触测温平面。

体温阈值：输入数字，必须在 35到 40 间，可填保留小数点后

一位小数，例如 37.3 摄氏度。

如图：

温度校正：该选项主要为满足客户与其他测温仪相比较数据时，

测出来的数据会有些微不同，可将差异在此地方补齐，例如本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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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其他测温仪测出的温度低时填正数，比其他测温仪测出的温蒂低时

填负数。

智能模式：勾选框启用则启用智能模式，该模式对室外模式较

适合。

高温联动邮件：勾选框启用后联动邮件，有高温报警会直接发

送邮件到邮箱。如下图：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3.3 检测目标最小尺寸

从其他页面切换到该界面时，展现的是设备当前时间抓的一帧

图像，画面中黄色框表示目前所设置的人脸最小像素占画面比例，如

图，当前占比为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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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抓图：点击重新抓图又可抓一帧最新时间图像。

占比：数字越大，框框即人脸占画面比例越大，设置好数字后，

点击保存，则画面中人脸需超过该占比才可检测到。

2.5.3.4 调度管理

调度：可理解为比如:人脸分组 a,周一到周三，八点到九点可

进行识别;人脸分组 b,周一到周三，十二点到一点可进行识别，对于

班次的布控，设置调度后，这样设置之后，不同班次不在规定时间进

出，就会不识别不通行。

点击添加，弹出添加人脸名单调度框：首先选择调度模式，可

根据按周与按天，一共可添加 200 个调度，选择按天，每个调度可添

加 6个时间段，生效的是当天的时间调度。目前时间段是可重复的，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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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按周，可对一周的时间进行选择，每个调度也可添加 6个

时间段，如图：

2.5.3.5 场景语音

有十三种场景语音可进行配置，在方框中输入通过语音的汉字，

并且对相应场景进行设置，有默认语音可以点击右方 ，此为试听

按钮，设备上会播报该场景语音。

导入：也可选择自定义，右方有导入按钮，可选择 pc端语音，

可以自我进行录制或者网上下载语音，格式目前只支持 wav 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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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则需要 pc端有麦克风工具，点击录制后框内可输入语

音描述，右键为开始录制按钮，点击停止后，确认则可保存。点设置

则成功使用此语音。如图：

播放模式：点击+号，下方内容中则包括有姓名、场景语音等

点击清除，则清除之前配置，点击设置则保存配置。

2.5.3.6 OSD

显示名称：选框启用后，下方设备名单可对其输入，点保存后

客户端预览会显示。

时间日期：选框启用后，可对下方的时间格式与日期格式进行

设置，点保存后生效。客户端预览会显示，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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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7 视频参数

码流类型：主码流（定时）和子码流（网传）两种类型。

视频类型：包括复合流和视频流两种类型。

分辨率：显示本款设备网络视频流的分辨率。

位率类型：包括定码率和变码率两种类型。

位率：可根据需要设置不同的码率。

视频帧率：全帧率 P = 25 fps 或 N = 30 fps，从 1 到 30 帧

可选。

编码类型：包括 H264/ H265 两种编码类型。

图像质量：默认为最好。

 I 帧间隔：设置 I 帧的间隔大小，默认是 25帧。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2.5.3.8 出厂校准

点击出厂校准，弹出输入密码校验框，输入后点击正确即可，可取消，该选项主要方便厂家

查设备参数。



46

2.5.4 数据上传

 FTP:勾选启用后，配置好以下：

特征图：指上传到 pc端图片为具有面部特征图，一般为五官。

全视图：指上传到 pc端图片为整个场景图片。

服务器地址：设置与该设备同网段的服务器地址。

端口：默认设置 21。

用户名：设置 FTP 用户名。

密码：设置 FTP 密码。

 路径：FTP 上传文件夹的路径。

 测试：点击测试，会显示与服务器之间有无连接成功反馈。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HTTP：勾选启用后，配置好以下：

抓拍图：勾选后，可通过 http 方式上传抓拍图片到服务器。

比对图：勾选后，可通过 http 方式上传比对图片到服务器。

服务器地址：填写好服务器地址与端口。

心跳间隔：与服务器之间心跳的间隔时间设置。

测试：点击测试，会显示与服务器之间有无连接成功反馈。

设置完参数点击【保存】按钮，设置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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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系统信息

2.5.5.1 设备信息

名称：输入框可输入任意，点击保存后可成功显示。

设备编号：

设备序列号：显示设备的唯一序列号，不可修改。

显示分辨率：显示设备当前分辨率。

软件版本：显示软件程序版本日期，不可修改。

版本描述：对版本的描述，支持定制。

人脸算法版本：显示人脸算法版本日期，不可修改。

 客户端版本：显示当前客户端版本，不可修改。

活体检测模型版本：显示当前活体检测模型版本，不可修改。

 ISP 版本：显示当前 ISP 版本，不可修改。

2.5.5.2 系统升级

该功能可对目前相机进行升级，点击“浏览”按钮，选择本地

路径中的升级文件，再点击升级，耐心等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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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3 系统诊断

点击刷新后，该模块可对系统内一些基本信息以及使用状况进

行判断显示，如上图。

2.6通行记录

点击通行记录，进入检索界面。

开始时间：比对记录的起始时间。

结束时间：比对记录的结束时间。

2.6.1 无附加信息查询

可查询到当前相机所有抓拍人脸图片，一次最多显示 1000 个

结果，当搜索结果超过 1000 个时，将显示前 1000 个；

查询到结果后，每条通行记录显示有以下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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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根据名单类型查询

有黑名单，白名单，访客名单三种检索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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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客名单检索;可查询识别到的访客人脸图片；

2.6.3 根据通行方式类型查询

名单管理检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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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被识别到的记录。

通行证检索：点击“检索”，可查询到刷卡通行的记录。

身份证检索：选择“按身份证号查询”，输入框输入要查找的

身份证号，点击“检索”，可查询到刷身份证通过的记录。

授权通过检索：可查询到通过服务器授权后的通行记录。

陌生人通行检索：可查询到不在黑白名单但被授权通过的记录。

2.6.4 根据其他信息查询

模糊查询：勾选后即可进行模糊查询。



50

查询方式有按姓名查询和按编号查询，在输入框输入需要查询

的具体信息，点击检索后开始进行查询，点击取消则取消当次查询。

如图：

2.6.5 按照片查询

点击浏览，选择本地图片，相似度由用户自行填写，设置好后

点击检索，即可查询到相应结果。

导出：可导出目前所查询到的所有记录，生成三个文件；抓拍

记录图、模板图、与通行记录文件。

当设备从以前版本升级算法后，可能该功能在搜图时会出现以下

提示，提取指重新将该失效底库提取，成为有效名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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