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1 系列硬盘录像机 

操作手册 
UD.6L0102C0377A01 



D1 系列 . 操作手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版权所有（C）  

1 

非常感谢您购买我司产品，如您有任何疑问或需求请随时联系我们。 

本手册适用于以下产品： 

产品系列 产品型号 产品名称 

CS-D1-100W 系列 

CS-D1-104W 网络硬盘录像机 

CS-D1-108W 网络硬盘录像机 

CS-D1-116W 网络硬盘录像机 

CS-D1-100C 系列 CS-D1-116C 网络硬盘录像机 

 

本手册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

或印刷错误。我司将根据产品功能的增强或变化而更新本手册的内容，并将定

期改进及更新本手册中描述的软硬件产品。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手册的新版本

中加入，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中内容仅为用户提供参考指导作用，不保证与实物完全一致，请以

实物为准。 

本手册中提到的部件、组件和附件仅作说明之用，不代表购买机型的配置，

详细配置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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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使用注意事项 

 
使用本产品时请务必遵守以下事项： 

 硬盘录像机上不能放置盛有液体的容器（例如水杯）。 

 将硬盘录像机放置在通风良好的位置。 

 使硬盘录像机工作在允许的温度及湿度范围内。 

 硬盘录像机内电路板上的灰尘在受潮后会引起短路，请定期用软毛刷对电路板、接插件、机箱及机箱风扇进行除

尘。 

 电池更换不当会有爆炸危险，不建议用户直接更换；如需更换，只能用同样类型或等效类型的电池进行更换。 

 

 



D1 系列 . 操作手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版权所有（C）  

3 

产品提供的功能 
 每个通道都支持双码流压缩，CS-D1-100W 系列支持所有通道 WD1 实时编码，CS-D1-116C 支持部分通道最高

WD1/4CIF 实时编码，其余通道最高 CIF 实时编码。 

 每个通道的视频编码参数独立可调，包括分辨率、帧率、码率、图像质量等。 

 每个通道支持定时和事件两套压缩参数，并可本地配置子码流压缩参数。 

 支持复合流和视频流编码，复合流编码时音频和视频同步。 

 支持视频输入、视频输出质量选项配置。 

 支持水印技术。 

 支持零通道编码。 

 

本地监控 

 支持 VGA、CVBS 同时输出。 

 支持高清 VGA 显示，最高分辨率达 1080p。 

 支持多画面分割下不同通道并行预览与回放。 

 支持单、多画面预览，预览通道顺序可调。 

 支持预览便捷菜单操作。 

 支持预览分组切换、手动切换或自动轮巡预览，自动轮巡周期可设置。 

 可屏蔽指定的预览通道。 

 支持视频移动侦测、视频丢失检测、视频遮挡检测。 

 支持视频隐私遮盖。 

 

硬盘文件管理 

 CS-D1-100W 系列、CS-D1-116C 支持 1 个 SATA 硬盘。 

 支持网络远程管理和使用硬盘。 

 支持硬盘配额管理，不同通道可分配不同的录像保存容量。 

 

录像与回放 

 支持假日配置功能。 

 支持循环写入和非循环写入两种模式。 

 支持定时和事件两套压缩参数。 

 录像触发模式包括手动、定时、移动侦测。 

 每天可设定 8 个录像时间段，不同时间段的录像触发模式可独立设置。 

 支持移动侦测录像、定时和手动录像的预录。 

 支持按事件（移动侦测）查询录像文件。 

 支持标签自定义，按标签查询和回放录像文件。 

 支持录像文件的锁定和解锁。 

 支持按通道号、录像类型、文件类型、起止时间等条件进行录像资料的检索和回放。 

 支持对录像文件中的指定区域进行移动侦测动态分析。 

 支持回放时对任意区域进行局部电子放大。 

 支持回放时的暂停、快放、慢放、前跳、后跳，支持鼠标拖动定位。 

 支持录像文件倒放。 

 

资料备份 

 支持按文件进行批量备份。 

 支持回放时进行剪辑备份。 

 支持备份设备的管理与维护。 

 

报警与异常管理 

 支持视频丢失报警、视频移动侦测报警、视频遮挡报警、输入/输出视频制式不匹配报警、非法访问报警、网络断

开报警、IP 冲突报警、录像异常、硬盘错误及硬盘满报警。 

 各种报警可触发弹出报警画面、声音警告、上传中心、发送邮件，另视频移动侦测可触发任意通道录像；各种异

常可触发声音警告、上传中心、发送邮件。 

 系统运行异常时可自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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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本地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鼠标操作设备。 

 三级权限用户管理，管理员可创建多个操作用户并设定其权限，权限可细化到通道。 

 完备的操作、报警、异常及信息日志记录和检索。 

 支持设备配置信息的导入/导出操作。 

 

网络功能 

 1 个 10M/100M 自适应网络接口。 

 支持 IPv6 协议。 

 支持 TCP/IP 协议簇，支持 PPPoE、DHCP、DNS、hkDDNS、NTP、SADP、SMTP、UPnP
TM

等网络协议。 

 支持单播和组播，单播时支持 TCP、UDP、RTP 协议。 

 支持远程搜索、回放、下载、锁定及解锁录像文件，支持断点续传。 

 支持远程获取和配置参数，支持远程导出和导入设备参数。 

 支持远程获取设备运行状态、系统日志及报警状态。 

 支持远程格式化硬盘、升级程序、重启等系统维护操作。 

 报警和异常可上传远程报警主机。 

 支持远程手动触发和停止录像。 

 支持 FTP 远程升级。 

 支持远程 JPEG 抓图。 

 支持语音对讲或语音广播。 

 内嵌 WEB Server。 

 

开发支持 

 提供 Windows、Linux 系统下的 SDK 软件开发包。 

 提供演示的应用软件源码。 

 提供应用系统的开发支持及开发培训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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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面板按键及指示灯说明 

CS-D1-100W 系列指示灯示意图 

 

指示灯标识 说明 

 电源指示灯，正常显示红色常亮 

 硬盘指示灯，正常显示红色常亮 

 网络指示灯，正常显示蓝色闪烁 

 

CS-D1-108W 接口示意图 

 

序号 说明 序号 说明 序号 说明 

1 视频输入 2 视频输出 3 音频输入 

4 以太网口 5 接地端 6 VGA 接口 

7 音频输出 8 USB 接口 9 电源输入 

 

 

说明：CS-D1-104W、CS-D1-116W、CS-D1-116C 后面板接口与 CS-D1-108W 类似，仅视频输入接口数量不同，具体请

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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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鼠标操作说明 

名称 动作 说明 

左键 

单击 
预览：选中画面，显示预览便捷菜单。 

菜单：选择，确认。 

双击 预览、回放状态下，单画面、多画面显示切换。 

按住拖动 

1、遮盖、移动侦测及视频遮挡报警区域设置中，设置区域范围。 

2、电子放大的区域拖动。 

3、拖动通道、时间显示滚动条。 

右键 单击 
预览：弹出右键菜单。 

菜单：退出当前菜单，返回上一级。 

滑轮 

上滑 上下选择框，向上滚动选项；滚动条，向上滚动页面。 

下滑 上下选择框，向下滚动选项；滚动条，向下滚动页面。 

双击 切换主辅口快捷操作，再次双击确认切换主辅口 

    说明：若鼠标接入后检测不到，可能是该鼠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更换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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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输入法说明 

 
 

图标 说明 图标 说明 

 英文输入状态  英文大写输入 

 数字输入状态  中文（全拼）输入状态 

 符号输入按钮  大小写字母输入切换按钮 

 删除光标前一字符按钮  空格按钮 

 确认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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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菜单说明 

示例标识 名称 说明 

 
属性页 

菜单中的操作界面，文中以双引号标注，

如“基本配置”、“更多配置”。 

 
活动框 

定位到某一菜单图标时可进入对应的下

级菜单。 

或  复选框 是否选择此项功能。 

 下拉框 至少两个选项，仅可选一项。 

 编辑框 可编辑字母、文字、符号。 

 按钮 
执行某些功能或进入下级设置菜单，文中

以中括号标注，如[复制]、[应用]。  

 

说明：在菜单中有 4 个常用功能按钮，定义如下： 

按钮 功能 

 保存菜单中的参数修改。 

 保存菜单中的参数设置并返回上级菜单。 

 放弃菜单中的参数设置并返回上级菜单。 

 返回上级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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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开机和关机说明 

开机 

注意： 

1、请确认接入的电压与硬盘录像机的要求相匹配，并保证硬盘录像机接地端接地良好。 

2、在开机前，请确保有显示器或监视器与设备的 VGA/VIDEO OUT 相连接。 

 

若电源指示灯不亮，请插上电源，设备开始启动。 

 

 

 

关机 

方法 1：进入设备关机界面（主菜单 → 设备关机），选择[关机]。在提示窗口选择[是]，屏幕提示[请关闭电源]，手动拔掉

电源线，即可完成关机操作。 

 

 

 

注意： 

1、系统提示“请关闭电源”时，请直接拔掉电源线。 

2、设备运行时，应尽量避免直接拔掉电源线（特别是正在录像时）。 

3、在某些环境下，电源供电不正常，会导致硬盘录像机不能正常工作，严重时可能会损坏硬盘录像机。

在这样的环境下，建议使用稳压电源进行供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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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视频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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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视频 7 服务流程 

“视频 7”是海康威视针对家庭和企业用户推出的视频服务类门户。 

通过“视频 7”的视频服务，您可以轻松查看您公寓、别墅、商铺、厂区、办公室等场所的实时视频、

历史录像；通过“视频 7”的报警服务，您可以即时接收您所关注场所的异常信息，第一时间采取安全防

护措施。无论身在何处，家和企业就在身边。 
 

“视频 7”服务流程： 

 

  

 

 

2.2 配置方法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连接路由器 

安装设备前，请将您的路由器连接电源与网络，并将设备通过网线连接到路由器的 LAN 口上自动获

取 IP 地址即可。详细图文步骤可以登录“视频 7”官方网站，单击主页上的“帮助”链接来获取，网

址 www.shipin7.com。 

2、使用“视频 7” 

2.1：用户注册。 

在浏览器中输入网址 www.shipin7.com，进入“视频 7”门户页面，单击页面右上角注册按钮，根据提示

填写注册信息，完成后点击下一步获取手机验证码，输入手机获取到的验证码后完成注册。 

http://www.shipin7.com/
http://www.shipin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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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用户登陆。 

注册完成后，在登录界面，填写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设备管理界面。注：首次注册完成后系统

会自动登录到设备添加向导页面。 

 

2.3：设备添加。 

在设备添加向导页面，根据提示可以使用局域网扫描或者输入设备序列号两种方式来搜索需要添加的

设备，搜索到设备各个通道的摄像头后，逐个完成添加。 

 

 

2.4：实时视频查看。 

点击"视频7"网站各个通道摄像机的视频缩略图上的" "按钮或摄像机详情里的"实时视频"链接来查看设

备对应场景的实时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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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历史录像回放。 

点击各通道摄像机名称进入摄像机详情，通过摄像机详情里的“远程录像”链接进入历史播放窗口，

单击左下角的“ ”日期按钮，选择好日期后可播放历史录像（系统默认日期为当天的日期）。 

 

 

说明：1、其他服务应用，详细操作可见 www.shipin7.com“帮助”界面。 

2、视频 7 适用于海康威视民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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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开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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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启动后，可通过开机向导进行简单配置，使设备正常工作。 

提醒：使用向导前请确认已将硬盘安装于主板 SATA 接口。 

 

第一步：确认开机显示分辨率。 

   ●说明：选择分辨率前请确认所连接显示器所支持的

最高分辨率，确认所选分辨率不高于显示器所支持的最

高分辨率。 

 

 

 

第二步：确认下次开机时是否再启用向导。 

   ● 若已安装硬盘， 

     请选择[下一步]。 

● 若未安装硬盘， 

建议选择[取消]，直接进入预览界面。 

说明：若复选框为 ，设备下次启动后将自动进

入向导界面；若复选框为 ，设备下次启动后将不出现

向导界面，可进入通用配置菜单，选择启用开机向导。 

 

 

 

第三步：权限认证。 

输入管理员密码（出厂默认密码为 12345）。 

修改密码，复选框变为 ， 输入新密码与确认密

码。选择[下一步]。 

若不修改密码，复选框为（默认） ，选择[下一步]。 

 

 

 

 

第四步：系统时间配置。 

   设置所在“时区”、“日期显示格式”、“系统时间”。 

   完成系统时间操作后，选择[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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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网络配置。 

设置“IP 地址”、“子网掩码”、“网关”等网络参数。 

完成网络配置后，选择[下一步]。 

 

 

 

第六步：硬盘初始化。 

    选择[设置]，进入硬盘初始化界面。 

    完成初始化操作后，选择[下一步]。 

 

 

 

 

第七步：录像配置。 

    选择需要录像的通道，勾选“开启录像”前的 ，复

选框变为 ，选择“定时录像”或“移动侦测录像”。 

    如果其他通道设置相同，选择[复制]，进入复制通

道录像界面。 
 

 

 

 

选择[复制]，勾选需要复制录像的通道，选择[确定]

保存并返回向导界面，选择[确定]完成开机向导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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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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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预览界面状态 

预览界面中，各个通道的录像、报警状态可以通过各通道右上方的标识显示区分。 

图标 状态说明 

 异常报警（包括视频丢失报警、视频遮挡报警、视频移动侦测报警） 

 录像（包括手动、定时、移动侦测） 

 异常报警和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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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览操作 

鼠标右键菜单说明 

主口预览状态下，可以通过鼠标的右键菜单对设备进行预览画面切换、预览模式调整、轮巡、全天回放等操作。 

名称 说明 

主菜单 进入系统主菜单。 

单画面 单画面切换。 

多画面 多画面切换。 

上一屏 切换上一屏画面。 

下一屏 切换下一屏画面。 

开始轮巡 预览状态单/多画面开始轮巡。 

开启录像 一键配置定时录像或者移动侦测录像。 

快捷配置 一键配置输出模式、快捷上网配置。 

全天回放 回放所在通道全天的录像。 

辅口 进入辅口操作。 

 

 

提醒： 

1、若需要使用“开始轮巡”操作，请预先在预览配置中设置“切换

时间”。 

2、选择切换到“辅口”时，将弹出提示框确认。若在未接辅口输

出显示设备的同时，输出已切换到辅口状态，请通过辅口输出菜单选

择“主口”换回主口状态。 
 

辅口预览状态下，可以通过鼠标的右键菜单对设备进行预览画面切换、预览模式调整等操作。 

名称 说明 

单画面 通过下拉菜单选项进行单画面切换。 

多画面 通过下拉菜单选项改变预览模式。 

上一屏 切换上一屏画面。 

下一屏 切换下一屏画面。 

快捷配置 快捷配置输出模式。 

菜单输出模式 快捷配置菜单输出模式。 

主口 进入主口操作。 

 

 
 

提醒： 

 1、辅口预览状态无法进行菜单操作。 

  2、选择切换到“主口”时，将弹出提示框确认。若在未接主口输

出显示设备的同时，输出已切换到主口状态，请通过主口输出菜单选

择“辅口”切换回辅口状态。 

 



D1 系列 . 操作手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版权所有（C）  

23 

预览便捷操作 

 

进入预览画面，鼠标左键选中需要操作的通道，出

现便捷操作菜单。 

使用便捷菜单可进行回放、手动录像、电子放大和

图像配置等操作。 

 

 

 

预览便捷菜单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开启/关闭手动录像 

 
即时回放 

  
开闭或打开声音 

 
电子放大 

 
图像配置 

 
关闭 

 

即时回放 

回放该通道 5 分钟内的录像，若无录像将提示“选中的通道 5 分钟内没有录像”。 

 

电子放大 

 

进入电子放大界面。移动红框区域，可将区域内画面最

大放大 1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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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配置 

选择 按钮，可进入“图像配置”选择界面。可以选择图像配置的“时间段”、“模式”。 

时间段可以分为两个时间段：时间段 1 跟时间段 2（时间段 2 是指除时间段 1 以外的其他时间）。 

可设置的模式为：标准、室内、弱光和室外。请用户根据实际场景，合理选取。在模式的基础上还可以对亮度、对比度、

饱和度、色度和锐度、去噪数值微调。 

 

 

                                                                                  

图像配置菜单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调节亮度 

 
调节对比度 

 
调节饱和度 

 
调节色度 

 
调节锐度 

 
调节去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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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预览参数设置 

 

步骤：进入预览配置界面。设置输出端口、预览模式、

切换时间、是否启用音频预览、报警触发端口等参数。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预览配置 

 

 

 

 

设置预览通道顺序。 

选择“视图配置”属性页。调整画面对应的通道。选

择[应用]保存配置。 

注意：当前画面不显示状态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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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零通道编码设置 

说明 

零通道可对设备本地 CVBS 输出图像进行编码压缩，通过配置其参数，从而在远程访问时既充分获取监视通道的图像

信息，又可有效节省网络传输带宽。 

配置 
 

步骤：进入零通道编码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预览配置 

选择“零通道编码配置”属性页。 

勾选启用零通道复选框，设置零通道视频帧率、码

率上限等参数。 

 

 

4.5 系统锁定 

 

步骤：进入设备关机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设备关机 

选择[锁定]。 

说明：系统被锁定后将返回预览状态，再次进入菜

单的回放、主菜单等，需对用户名/密码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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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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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编码参数设置 

配置前 
 

第一步：在对编码参数进行配置以前，请确认本设备已

安装硬盘并完成初始化。 

路径： 

主菜单 → 硬盘管理 

● 若未安装硬盘，请安装并初始化； 

● 若未初始化，请初始化。 

说明：能正常工作的硬盘状态表征为“正常”或“休

眠”。初始化操作请详见 10.1 节硬盘初始化。 

 

 

 

 

第二步：请确定存储的模式。 

若存储模式采用“配额”，请先分配好通道存储的录

像空间大小。 

配额操作请详见 10.2 节配额模式。 

 

 

 

 

录像参数配置 
 

步骤：进入录像配置的界面，进行编码参数设置。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编码参数 

选择“录像参数”属性页。 

说明：码流类型、分辨率、码率类型、图像质量、

视频帧率、码率上限及更多设置中的选项请按需求进行

配置。 

视频压缩参数类型分主码流（定时）、主码流（事件）、

子码流三种。 

预录时间、录像延时、文件过期时间、是否记录音

频都可在这属性页中设置。 

注意：录像配置界面中的“恢复”按键只能恢复该

页面的配置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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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录像计划配置方法 

本产品提供两种详细的录像计划配置方法，方便用户使用。 

5.2.1 一键配置法 

设备开机后，可以使用鼠标，单击鼠标右键实现一键开启录像功能。 

1、 设备正常开机之后，单击鼠标右键，出现快捷菜单，选择开启录像。 

 

 

 

2、 选择定时录像或者移动侦测录像，确认设置，完成录像配置。 

 

        

 

 

        

 

 

说明：一键配置定时录像，配置的是所有通道全天24小时定时录像。一键配置移动侦测录像，所触发的是对应通道的录像，

所触发录像通道的编码参数是主码流（事件）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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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绘图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录像计划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计划配置 

选择“录像计划”属性页。 

在右侧的计划绘图选择区域（已用红色框体备注），

根据实际的录像需求，点击“定时”、“移动侦测”、“报

警”等选项进行绘图配置。 

 

 

 

第二步：绘制具体的录像计划。 

当用户确定录像计划的颜色选项时，鼠标进入周一~

周日的计划表时，鼠标指针自然变成一只绘图笔。 

单击左键定位绘制区域的起点，拖动绘图笔确定录

像计划的时间，松开鼠标左键红色区域将保存为录像计

划。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完整的录像计划。 

说明：一天最多支持 8 个时间段（不同颜色的区域），

超过上限操作无效。绘图区域最小单元为 1 小时。 

 

 

 

第三步：复制通道录像。 

设置完成后，通道呈现所需设置的录像计划的状态

（颜色）。选择[复制]，可将当前通道设置的录像计划复

制到其他通道。 

选择[应用]保存录像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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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编辑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录像计划界面，选择需要

配置录像计划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计划配置 

选择“录像计划”属性页。 

 

 

 

 

第二步：设置定时录像时间计划表。 

使“启用录像计划”状态为 。 

选择[编辑]。 

选择“星期”选项内的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 

“录像类型”选择定时，若需要全天定时录像，使“全

天录像”状态为 ，否则状态为 ，设置录像时间段，

最多为 8 个。 

注意：若选择分时段录像，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

含。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录像计划，若其他

天的录像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录像设置。 
 

 

 

 

第三步：复制录像通道。 

若其它通道与该通道录像计划设置相同，将该通道

的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选择[复制]，勾选上其它通道或全，选择[应用]保存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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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定时录像设置 

如果不使用 5.2.1 中一键配置录像方法，可以具体参考以下方法进行详细配置。 

定时录像设置 
 

第一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录像计划界面，选择需要

定时录像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计划配置 

选择“录像计划”属性页。 

 

 

 

第二步：设置定时录像时间计划表。 

使“启用录像计划”状态为 。 

选择[编辑]。 

选择“星期”选项内的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 

“录像类型”选择定时，若需要全天定时录像，使“全

天录像”状态为 ，否则状态为 ，设置录像时间段，

最多为 8 个。 

注意：若选择分时段录像，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

含。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录像计划，若其他

天的录像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录像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定时录像，请重复一、二步；

若其它通道配置与该通道一致，请进行第三步。 

 

 

 

第三步：该通道录像呈现 7*24 小时普通录像状态。 

若其它通道与该通道录像计划设置相同，将该通道

的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选择[复制]，勾选上其它通道或全，选择[应用]保存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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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移动侦测录像设置 

移动侦测录像设置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移动侦测界面，选择要进行移

动侦测录像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移动侦测 

 
 

 

 

第二步：设置移动侦测区域及灵敏度。 

将“启用移动侦测”状态变为 ；用鼠标在通道上绘

制需要移动侦测的区域；滑动灵敏度滑条，选择合适的

移动侦测灵敏度。 

选择“处理方式”，进入触发录像通道界面。 

 
 

 

 

第三步：触发录像通道。 

将该通道移动侦测发生时触发的录像通道状态设置

为 。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移动侦测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移动侦测，请重复一、二步。 

说明：触发通道默认为当前通道。所触发录像通道

的编码参数是主码流（事件）参数。 

 

 

 

 

第四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录像计划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计划配置 

选择“录像计划”属性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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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设置移动侦测录像时间计划表。 

使“启用录像计划”状态为 。 

选择[编辑]。 

选择“星期”为周内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 

“录像类型”选择移动侦测，若需要全天录像，使“全

天录像”状态为 ，否则状态为 ，设置录像时间段，

最多为 8 个。 

注意：若选择分时段录像，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

含。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录像计划，若其他

天的录像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录像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移动侦测录像，请重复四、

五步；若其它通道配置与该通道一致，请进行第六步。 

 

 

 

第六步：该通道录像呈现 7*24 小时移动侦测录像状态。 

若其它通道与该通道录像计划设置相同，将该通道

的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选择[复制]，勾选上其它通道或全，选择[应用]保存

配置。 
 

 

                                 

5.5 手动录像 

手动录像 
 

步骤：通过设备主菜单进入手动录像界面，进行手动录

像的开启/关闭操作。 

说明：开启录像请将（默认） 状态变为 ；关

闭录像请将状态 变为 。 

注意：设备重新启动后，之前启用的手动录像均失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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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假日录像设置 

说明 

可配置当年节假日的录像或抓图计划。启用节假日计划，节假日期间优先执行该录像计划。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假日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假日配置 

选择“假日配置”属性页。 

 
 

 

 

第二步：开启与编辑假日计划。 

选择 ，进入假日配置的编辑界面。 

将“假日使能”状态变为 ，选择“方式”，设置开始

和结束时间。 

选择[应用]保存配置。 

选择[确定]，保存并退出编辑的设置。 

说明：“方式”分为按月份、按星期和按日期三种形

式。 

 

 

 

 

返回到假日配置查看界面。 

 

 

 

第三步：进入录像配置菜单的录像计划界面，选择采用

假日录像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录像配置 → 计划配置 

选择“录像计划”，进入假日录像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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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编辑假日计划。 

选择“录像计划”的“编辑”。 

类型选择“移动侦测”，星期选择“假日”。若需要全

天录像，使“全天录像”状态为 ，否则状态为 ，设置

录像时间段，最多为 8 个。 

注意：若选择分时段录像，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

含。 

 

 

 

 
  

 

第五步：该通道录像呈现普通和假日录像的计划表。 

若其它通道与该通道录像计划设置相同，将该通道

的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选择[复制]，勾选上其它通道或全，选择[应用]保存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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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资料保护 

说明 

为防止重要录像资料在循环录像时被覆盖，可通过将录像文件锁定对其进行保护。 

录像文件锁定、解锁 

 

第一步：进入录像回放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回放 

将需要查询的通道状态置为 。 

设置录像搜索条件，包含录像类型、文件类型、起

止时间等，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搜索结果界面。 

 

 

 

 

第二步：选择录像文件进行保护操作。 

    选择需保护的文件，使用鼠标左键单击 ，使其状

态变为 即可锁定该文件。 

说明：标示 状态的文件将无法被覆盖。正在写入

的文件被锁定时，当前文件会完成写入后更换文件。 

 

 

 

 

选择录像文件进行解除保护操作。 

选择需解除保护的文件，使用鼠标左键单击 ，弹

出提示，选择“是”，使其状态变为 即可解除该文件保

护。 

说明：标识 状态的文件可被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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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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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录像回放 

6.1.1 按通道回放 

说明 

    在预览界面，播放预览通道的录像文件，且支持通道切换。 

操作方法 

通道即时回放 

 

步骤：预览状态下，鼠标左键选中需要回放的通道，点

击便捷操作菜单的 按钮。 

提醒：回放的录像为通道 5 分钟内的录像文件。 

 

 

 

 

通道全天回放 

 

第一步：进入录像全天回放界面。 

路径： 

鼠标：预览界面下，右键→ 全天回放 

 

 

 

 

 

 

 

 

  

 

第二步：回放管理。 

可通过下方回放工具栏对回放过程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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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移动到回放界面右侧，将出现隐藏的全天回

放通道和时间选择表。 

若需更换通道或进行多路同步回放操作，请将该通

道的状态更改为 。 

录像日期的颜色标识： 

：该日期无录像； 

：有录像，但不是当前日期； 

：光标所在位置。 

 

 

 

全天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播

放 
 停止  加速回放  上一天 

 下一天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回放进度条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放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D1 系列 . 操作手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版权所有（C）  

41 

6.1.2 按时间回放 

说明 

按录像生成的时间进行回放。播放指定时间段的录像文件，支持多通道同步回放。 

操作方法 

 

步骤：进入录像回放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回放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回放]进入回放界面。 
 

 

 

 

回放界面。 

可通过下方回放工具栏对回放过程进行控制。 
 

 

 

按时间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播

放 
 停止  加速回放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

放 
 上一文件 

 下一文件 - -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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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按文件回放 

说明 

    常规查询即按录像类型（定时录像、移动侦测录像、手动录像、全部类型）的方式查询单个或多个通道在某个时间段的

录像文件，从生成的符合查询条件的列表中依次播放录像文件。 

操作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搜索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回放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搜索列表界面。 

 
 

 

 

第二步：选择需要播放的录像文件，点击 进入回放界

面。 

若搜索结果中通道选择为 1 个，选择 进入第四步

回放界面；若通道选择超过 1 个，则进入第三步。 
  

 

 

第三步：选择同步回放通道。 

说明：若搜索结果中通道选择超过 1 个，选择需要

播放的录像文件点击 后，请选择同步回放的通道，同

步回放通道为查询条件中所选择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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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同步回放界面。 

可通过下方回放工具栏对回放过程进行控制。 

 

 

 

 

将鼠标移动到回放界面右侧，将出现隐藏的录像搜

索文件列表。 

 

 

 

按文件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

播放 
 停止  加速回放  上一文件 

 下一文件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放 - -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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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按事件回放 

说明 

    事件查询即按事件类型（移动侦测）查询单个或多个通道在某个时间段的录像文件，从生成的符合查询条件的列表中播

放录像文件。 

操作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回放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回放 

选择“事件回放”属性页，进入事件回放界面。 

设置事件类型为“移动侦测”的搜索条件。 

选择[搜索]，进入搜索结果界面。 

 

 

 

 

   

 

第二步：选择 进入回放界面。 

事件类型为“报警输入”的搜索结果。选择报警输入，

若该事件源触发录像通道个数为 1 个，点击 进入回放

界面；若触发录像通道个数超过 1 个，则选择多路同步

回放。 

选择[详细信息]，可进入录像的详细信息界面。 

说明：回放提前时间、回放延时可自行设置。 

 

 

 

 

 

事件详细界面，可查看时间开始和结束时间，录像

文件大小等信息。 

选择 ，进入回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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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回放界面。 

可通过下方回放工具栏对回放过程进行控制。 

 

 

 

 

将鼠标移动到回放界面右侧，将出现隐藏的录像搜

索文件列表。 

 

 

 

按事件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播放  停止  加速回放  上一事件 

 下一事件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放 - -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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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 按标签回放 

说明 

录像标签功能帮助用户在回放录像时记录下某一时间点的相关人员或现场等信息，以便后续随时取出这些信息进行搜索

定位录像操作。用户可以根据标签关键字进行搜索。 

按标签回放前 
 

第一步：进入正在录像回放。 

参见 6.1.1～6.1.4，进入录像回放界面。 

选择 按钮，添加默认书签。 

选择 按钮，输入标签名称，添加自定义标签。 

说明：单个录像片段允许添加的最大标签数为 64

个。 

 

 

 

第二步：标签管理。 

选择 ，可对添加的标签进行查看、编辑和删除操

作。 

 

 

 

按标签回放操作 

 

第一步：进入录像回放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回放 

选择“标签回放”属性页，进入标签回放界面。 

选择需要搜索的通道、标签类型和时间，选择[搜索]

进入搜索结果界面。 

说明：标签类型分为全部类型和标签关键字两种。

选择标签关键字时，需在标签关键字输入搜索的关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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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标签回放条件设置和管理。 

选中需要回放的标签，可进行编辑和删除操作。 

按照实际需要，设置“回放提前”和“回放延时”的时

间。 

说明：录像从添加标签时刻前“回放提前”设置的数

值开始回放，至添加标签时刻延后 “录像延时”设置的数

值结束。 

 

 

 

第三步：标签回放。 

    选中需要回放的标签，选择 按钮，进行回放。 

 

 

 

 

将鼠标移动到回放界面右侧，将出现隐藏的标签搜

索文件列表。 

 

 

 

按标签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播放  停止  加速回放  上一标签 

 下一标签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放 - -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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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按日志信息回放 

说明 

日志信息中，若选择的日志有通道号信息，且所对应的时间点有录像文件存在即可进行播放。 

操作方法 

 

第一步：进入日志查询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日志搜索 

设置日志搜索时间和类型后，选择[搜索]。 

 
 

 

 

第二步：选择日志信息，点击 进入回放界面。 

说明：若该时间点无录像文件，则提示“当前日志

没有对应录像文件！”。 

 
 

 

 

第三步：回放界面。 

可通过下方回放时间条进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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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回放辅助功能 

6.2.1 单帧回放 

说明 

当有事件发生时，可通过单帧播放来查看画面的细节变化。 

操作方法 

鼠标操作 

进入回放界面，左键点击 ，将播放速度调整为“单帧”。在回放画面上使用鼠标左键，每单击一次播放一帧画面，或

单击回放工具栏的 ，每单击一次播放一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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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智能分析 

说明 

录像回放中，对该场景的自定义区域进行移动侦测分析，并给出分析结果，明确该区域的移动侦测录像在整个录像文件

中的位置。 

操作方法 

 

进入回放界面。 

 

 

 

 

右键菜单,选择[智能搜索]。 

 

 

 

 

设置智能搜索区域。选择 ，可全屏添加搜索区

域。 

区域设置完成后，选择 ，进行该区域的智能分析

情况。 

说明：搜索区域最大至全屏，可设置多个。  

 

 

该区域智能分析结果。 

录像类型条： 

：普通录像； 

：事件录像； 

：动态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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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鼠标移动到回放界面右侧，将出现隐藏的标签搜

索文件列表。 

 

 

 

回放工具栏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按钮 说明 

/  打开/关闭声音 /  开始/停止剪辑  前跳 30 秒  后跳 30 秒 

 添加默认标签  添加自定义标签  标签管理  减速回放 

/  
暂停播放/播放/单帧播

放 
 停止  加速回放  

上一智能搜

索界面 

 下一智能搜索界面  隐藏工具栏  退出回放  回放进度条 

 录像类型条 /  暂停播放/倒放 - - - - 

说明： 

1、回放进度条：使用鼠标左键点击进度条某点，或拖动进度条进行定位。 

2、回放进度条下方为录像类型条， 为普通录像类型（定时、手动）， 为事件录像类型（移动侦测）。 

3、回放时，回放界面图像会自动缩放，回放进度条不会遮挡住回放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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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电子放大 

操作方法 

 

在回放过程中，通过右键菜单进入电子放大界面。

移动红色区域，可将区域内画面最大放大 16 倍。 

 

 

 

右键菜单 

 说明：不同的回放界面的右键菜单略有不同。 

 

 

 

 

 

 

 

 

6.2.4 倒放 

说明 

可以通过倒放的功能来查看之前的录像。 

操作方法 

鼠标操作 

进入回放界面，左键点击 ，将进行录像文件的倒放。点击 将暂停倒放。点击 和 可以进行录像文件倒放的减速

跟加速。 

按钮 说明 

 
选择通道 

 进入电子放大界面 

 对回放指定区域进行移动侦测分析 

 显示和隐藏控制界面 

 退出回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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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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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录像备份 

7.1.1 快速备份 

说明 

快速将录像文件备份到存储设备上。 

备份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备份界面。 

在备份界面下，选中需要备份的通道，选择[快速备

份]。 

注意：快速备份通道的录像最长时间不能超过 24

小时，否则会提示“快速备份时，时间跨度最长为 24 个

小时！”。 

注意：最多支持 4 路同时快速备份。 

 

 

 

第二步：备份。 

完成搜索后，进入备份界面，选择备份的设备，点

击[备份]开始备份录像。 

注意：备份的存储设备详见 7.1.2 常规备份，此处以

U 盘为例。  

 

 

备份结果查看。 

在备份界面下，选中需要确认的录像文件，选择

可对该录像文件进行复核确认。 

 
 

 

 

第三步：完成备份 

进入正在备份文件界面，直到导出所有备份文件，

备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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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常规备份 

说明 

常规备份录像文件可使用 USB 设备（U 盘、移动硬盘、USB 刻录机）等存储设备。 

U 盘、移动硬盘备份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备份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备份 → 常规备份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搜索列表界面。 

 
 

 

 

第二步：选择备份的录像文件。 

若需对该备份文件进行确认，可点击该文件的 进

行播放。 

勾选需要备份的文件，选择[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注意：左下角显示当前所选录像文件大小的总和。 

 

 

 

 

第三步：备份。 

选择[备份] ，开始备份文件。 

说明：若接入 USB 设备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新”；

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则是

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网站

《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若 U 盘、移动硬盘的格式不对，可在硬盘录像机上

进行格式化操作。 

 

 

 

进入正在备份文件界面，直到导出所有备份文件，

提示“备份完成！”。 

 

 

 



D1 系列 . 操作手册 

           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 版权所有（C）  

56 

 

备份结果查看。 

在备份界面下，选中需要确认的录像文件，选择

可对该录像文件进行复核确认。 

 
 

 

USB 刻录机备份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备份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备份 → 常规备份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搜索列表界面。 

 
 

 

 

第二步：选择备份的录像文件。 

若需对该备份文件进行确认，可点击该文件的 进

行播放。 

确定录像文件后，选择[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注意：左下角显示当前所选录像文件大小的总和。 

 

 

 

 

第三步：备份。 

选择[备份] ，开始备份文件。 

说明：若接入 USB 刻录机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

新”；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

则是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

网站《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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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在备份文件界面，直到导出所有备份文件，

备份完成。 

 

 

 

 

备份结果查看。 

在备份界面下，选中需要确认的录像文件，选择

可对该录像文件进行复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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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事件备份 

说明 

    事件录像文件可使用 USB 设备（U 盘、移动硬盘、USB 刻录机）通过事件源对其进行快速备份、详细备份。 

备份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备份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备份 → 事件备份 

设置事件类型为“移动侦测”，设置需要备份的通道

和时间，选择[查询]，进入搜索结果界面。 
 

 

 

第二步：选择待备份的录像文件。 

事件类型为“移动侦测”的搜索结果。在列表中选择

需要备份的事件源，选择[快速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选择[详细信息]可进入到该事件源触发的所有通道

的详细信息界面。 

说明： 快速备份备份的录像为该事件源触发的所有

通道的录像文件。 

 

 

 

在“事件详细信息”界面，可查看事件发生的时间，

文件大小等信息。若需对该备份文件进行确认，可点击

该文件的 进行播放。 

注意：左下角显示当前所选录像文件大小的总和。 
 

 

 

第三步：备份。 

选择[备份] ，开始备份文件。 

说明：若接入 USB 设备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新”；

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则是

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网站

《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若 U 盘、移动硬盘的格式不对，可在硬盘录像机上

进行格式化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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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正在备份文件界面，直到导出所有备份文件，

备份完成。 

 

 

 

 

备份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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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 录像片段备份 

说明 

    录像文件可分片段剪辑，并使用 USB 设备（U 盘、移动硬盘、USB 刻录机）对剪辑片段进行备份。 

备份方法 

 

第一步：进入回放界面。 

进入方法参见第六章。 

在回放过程中使用回放控制条的 / 对需要备份

的片段进行开始/停止剪辑。 

完成剪辑后退出该回放界面，将弹出提示。 

提醒：每个通道最多可剪辑 30 个录像片段。 

 

 

 

选择[是]，保存剪辑片段并进入备份界面。 

选择[否]，不保存剪辑片段并退出回放界面。 

  

 

 

第二步：备份。 

选择[备份]，开始备份文件。 

说明：若接入 USB 设备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新”；

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则是

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网站

《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若 U 盘、移动硬盘的格式不对，可在硬盘录像机上

进行格式化操作。 

 

 

 

 

进入正在备份文件界面，直到导出所有备份文件，

备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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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结果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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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备份设备管理 

U 盘、移动硬盘管理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查询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备份 →常规备份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查询列表界面。 

说明：至少选择一个查询通道。 

 

 

 

 

第二步：选择备份的录像文件。 

选择[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注意：至少选择一个录像文件。 

 

 

 

第三步：备份管理。 

若需要在备份设备中创建文件夹，请选择[新建文件

夹]； 

若需要删除备份设备中的文件/文件夹，请选择欲删

除的文件/文件夹后点击 ； 

若需要播放备份设备中的录像文件，请指定文件后

选择 ； 

若需要对备份设备格式化，请选择[格式化]。 

说明：若接入 USB 设备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新”；

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则是

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官方

网站《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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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B 刻录机管理方法 

 

第一步：进入录像查询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备份 →常规备份 

设置查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录像查询列表界面。 

说明：至少选择一个查询通道。 

 

 

 

 

第二步：选择备份的录像文件。 

选择[备份]进入备份界面。 

注意：至少选择一个录像文件。 

 

 

 

 

第三步：备份管理。 

若需要对刻录机中的光盘进行擦除，请选择[擦除]。 

注意：擦除操作必须光盘支持。 

说明：若接入 USB 刻录机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

新”；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

则是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请参见本公司

官方网站《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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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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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移动侦测报警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移动侦测界面，选择要进行移

动侦测录像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移动侦测 

 
 

 

 

第二步：设置移动侦测区域及灵敏度。 

将“启用移动侦测”状态变为 ；使用鼠标在通道上

绘制需要移动侦测的区域；滑动灵敏度的滑条，选择合

适的移动侦测灵敏度。 

选择“处理方式”，对该通道处理方式进行设置。 

 
 

 

 

第三步：对该通道移动侦测触发通道、布防时间段和处

理方式进行设置。 

选择“触发通道”，设置报警产生时，触发录像/抓图

或报警弹图像的通道。 

 
 

 

 

对该通道布防时间段进行设置。 

选择“布防时间”属性页，对该通道布防时间段进行

设置。 

选择“星期”为周内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单

日内可设置 8 个时间段。 
说明：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选择“处理方式”，设置报警后的处理方式。 

处理方式设置请参见 8.5 报警处理。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布防计划，若其他

天的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移动侦测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移动侦测，请重复二、三步；

若其它通道配置与该通道一致，请进行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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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若其它通道的设置与该通道一致，将该通道的

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说明：移动侦测触发通道的设置不能复制给其他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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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视频丢失 

说明 

若丢失某通道的视频信号，可及时发现该现象进行处理。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视频丢失配置界面，选择要进

行视频丢失报警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视频丢失 

 
 

 

 

第二步：设置视频丢失。 

将“视频丢失报警”状态变为 。 

选择“处理方式”，对该通道处理方式进行设置。 

 

 

 

 

第三步：对该通道布防时间段进行设置。 

选择“布防时间”属性页，对该通道布防时间段进行

设置。 

选择“星期”为周内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单

日内可设置 8 个时间段。 
说明：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选择“处理方式”，设置报警后的处理方式。 

报警处理方式请参见 8.5 报警处理。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布防计划，若其他

天的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视频丢失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视频丢失报警，请重复二、三步；

若其它通道配置与该通道一致，请进行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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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若其它通道与该通道设置一致，将该通道的设

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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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视频遮挡 

说明 

当视频镜头被遮挡时可进行报警处理。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视频遮挡界面，选择要进行视

频遮挡报警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遮挡报警 

 
 

 

 

第二步：对该通道的视频遮挡报警进行设置。 

将“启用视频遮挡报警”状态变为 。 

滑动灵敏度的滑条，选择合适的视频遮挡灵敏度。

使用鼠标，在图像区域设置需要遮挡报警的区域。 

选择“处理方式”，对该通道处理方式进行设置。 

 
 

 

 

第三步：对该通道视频遮挡报警布防时间段和处理方式

进行设置。 

选择“布防时间”属性页，对该通道布防时间段进行

设置。 

选择“星期”为周内某一天，可对这天进行配置。单

日内可设置 8 个时间段。 
说明：各时间段不可交叉或包含。 

选择“处理方式”，设置报警后的处理方式。 

报警处理方式请参见 8.5 报警处理。 

重复以上步骤，设置整个星期的布防计划，若其他

天的计划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时间。 

选择[确定]，完成该通道视频遮挡设置。 

若还需为其它通道设置视频遮挡报警，请重复二、

三步；若其它通道配置与该通道一致，请进行第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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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若其它通道的设置与该通道一致，将该通道的

设置复制给其它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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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异常处理 

说明 

异常配置是对异常事件的告警处理，异常事件包括硬盘满（有硬盘空间录满时）、硬盘错误（写硬盘时出错或硬盘没有

初始化）、网络断开（没有连接网线）、IP 冲突、非法访问（用户密码错）、输入/输出视频制式不匹配、录像异常（如无录像

硬盘等）等。 

异常处理方法 
 

步骤：进入异常配置界面，对各种异常事件进行设置。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异常配置 

报警处理方式请参见 8.5 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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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报警处理 

说明 

当报警发生时，可以通过弹出报警画面、声音警告（蜂鸣声）、上传中心（主动将报警信号发送给运行在远程的报警主

机（安装网络视频监控软件的 PC））、发送报警邮件的方式警示。 

弹出报警画面 

发生报警时，当处于预览模式下，本地输出口（VGA 或监视器）上切换出设置“弹出报警画面”处理方式的通道图像，

如果有多个通道发生报警，则每隔 10 秒钟（默认，可通过“预览配置”界面的“报警画面切换延时”项修改）进行一次单画面

切换，报警停止，则停止切换，恢复到预览画面。 

注意：需要在“触发通道”设置报警画面的通道。 

声音警告 

发生报警时，设备会发出蜂鸣声以示警告。 

设置上传中心 

 当硬盘录像机发生报警事件、异常事件时，可以主动将此信号发送给运行在远程的报警主机（安装网络视频监控软件

的 PC）。 

注意：侦听模式时，设置报警中心，即可主动将报警信息上传。报警中心设置详见 9.2.5 报警中心。  

设置发送邮件 

发生报警时，将报警信息以邮件形式发给用户，及时通知用户报警现象的发生。 

邮件设置详见 9.2.9 邮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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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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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基本配置 

说明 

若设备用于网络监控，则必须对网络进行设置才能正常使用。 

基本配置 

 

步骤：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基本配置界面，设置网络参

数。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基本配置可以设置网卡类型、IPV4 地址、IPV4 网

关、IPV4 掩码、MTU、DNS 服务器等参数。 

说明：如果网络中有 DHCP 服务器，可以勾选“自

动获得 IPv4 地址”即可生效。 

提醒：MTU 有效值范围为 128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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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高级配置 

9.2.1 PPPoE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系统配置的网络配置菜单。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PPPOE”属性页。 

 
 

 

 

第二步：进入 PPPoE 设置界面。 

启用 PPPoE，将 变为 ，输入用户名、密码并确

认。 

设置成功后，可在“系统信息”下的“网络状态”查询

PPPOE 状态。 

说明：PPPoE 用户名、密码请从运营商处获得。完

成设置，设备重启后将自动拨号，拨号成功后可在网络

状态中显示网络信息。PPPOE 状态详见 12.1 系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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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DDNS 

说明 

若设备采用 PPPoE 的方式连接公网，采用 DDNS（动态域名解析），通过域名访问设备，可以有效解决动态 IP 给访问

设备带来的麻烦。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系统配置的网络配置菜单。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DDNS”属性页，进入 DDNS 设置界面。 

 
 

 

 

第二步：设置 DDNS。 

启用 DDNS，将 变为 。 

设备支持海康威视自有域名解析功能（DDNS 类型

为 hkDDNS），默认服务器地址为 www.hik-online.com。 

在使用时候，填入设备域名（不可重复）、手机号，

状态显示“在线”，即可使用“访问地址”外网远程访问

设备。 

 

 

http://www.hik-onli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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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NTP 

说明 

启用 NTP，可通过 NTP 服务器定期对设备进行校时，以保证设备系统时间的准确性。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系统配置的网络配置菜单。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NTP”属性页，进入 NTP 设置界面。 

 
 

 

 

第二步：设置 NTP。 

启用 NTP，将 变为 ，输入相关参数。 

说明：校时时间间隔为 1～10080 分钟。默认为 60

分钟。 

若设备在公网，NTP 服务器地址请填写提供校时功

能的 NTP 服务器地址，如 210.72.145.44  (国家授时中心

服务器 IP 地址)。 

若设备在专网中，可通过 NTP 软件组建 NTP 服务器

进行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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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4 UPnP
TM

 

说明 
UPnP

TM

全称通用即插即用(Universal Plug and Play)，启用 UPnP 的 NAT 转换规则，实现自动端口映射，允许外界计算机

访问内网设备，让网络高效工作。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 UPnP 设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UPnP”属性页。 

  

 

 

第二步：设置 UPnP。 

将“启用 UPnP”的状态 变为 。 

 

 

 

 

第三步：查看参数设置是否生效。 

单击[刷新]，查看是否与路由器连接成功，设置参

数是否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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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报警中心 

说明 
若设置了报警中心，那么当硬盘录像机发生报警事件、异常事件时，可以主动将此信号发送给运行在远程的报警主机（安

装网络视频监控软件的 PC）。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第二步：设置报警主机 IP 及端口号。 

注意：报警主机 IP 为远端安装网络视频监控软件的

PC 的 IP 地址。报警主机端口号需与网络视频监控软件

上的报警监听端口一致（默认为 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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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6 多播 

说明 
通过网络访问设备对视频画面进行预览，若超过了设备的访问上限（设备上限为 128 路）则会发生无法预览视频画面的

现象，此时可通过对设备设置多播 IP，采用多播协议访问的方式来解决。 

多播 IP 是 D 类 IP 地址，其范围是 224.0.0.0 至 239.255.255.255，建议使用 239.252.0.0 至 239.255.255.255 范围内的地址。 

设置方法 
 

步骤：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设置多播 IP。 

注意：网络视频监控软件在添加设备时，多播组地

址需要与设备端设置的多播 IP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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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7 RTSP 服务端口 

说明 
RTSP 是实时流传输协议，是 TCP/IP 协议体系中的一个应用层协议。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第二步：设置多播 RTSP 端口。 

RTSP 服务端口默认端口为 554，若需要修改，请根

据实际情况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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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8 设备端口号及 HTTP 端口号的设置 

设置方法 
 

步骤：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网络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修改设备端口号或 HTTP 端口，默认的设备端口号

为 8000，http 端口号为 80，请根据实际应用修改。 

说明：设备端口即服务端口，范围为 2000～65535。 

HTTP 端口为 IE 访问端口，默认为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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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9 邮件设置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网络配置菜单的基本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配置管理 → 网络配置 

设置设备的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网关、DNS

服务器。 

注意：请务必填写“首选 DNS 服务器”。 

 

 

 

 

第二步：选择“邮件配置”属性页，进行邮件配置界面。 

若需要将报警截图通过邮件发送，请将“图片附件”

勾选。 

说明：抓图时间间隔、SMTP 端口（请核实 SMTP

服务器端口）可设，“启用 SSL”（一些 SMTP 服务器需

要安全连接）请按照实际邮箱勾选。 

 

 

 

第三步：测试邮件配置。 

选择[测试]。 

 

 

 

邮件测试成功。 

 

 
 

邮件测试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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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网络流量监控 

说明 

通过网络流量监控，可实时获取设备网卡吞吐量、MTU 等有效信息。 

 

步骤：进入网络检测菜单的网络流量界面，实时观察设

备网络流量。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网络检测 

说明： 

网络流量监控折现图显示设备即刻前 60 秒内网络

流量，每秒更新一次，纵坐标单位量度可根据实际流量

自动实时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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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网络检测 

说明 

通过网络检测，可获取设备当前网络连接状态。 

9.4.1 网络延时、丢包测试 

测试方法 
 

第一步：进入网络检测菜单的网络检测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网络检测 

选择“网络检测”属性页。 

 
 

 

 

在目的地址栏，输入测试的地址，选择[测试]，进

行网络延时和丢包测试。 

若测试成功，显示成功连接至目的地址的结果。 

 

 

 

 

若无法成功，出现“目的地址不可达”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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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 网络抓包备份 

说明 

设备接入网络后，可对数据报文进行抓包，通过 USB 设备（U 盘、移动硬盘）对捕获数据进行备份。 

 

第一步：进入网络检测菜单的网络检测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网络检测 

选择“网络检测”属性页。 

选择网卡，点击[抓包备份]。 

说明：若接入 USB 设备后无法显示，请选择[刷新]；

若刷新无效，请尝试再次接入；若仍然检测不到，则是

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 

若 U 盘、移动硬盘的格式不对，可在硬盘录像机上

进行格式化操作。 

 

 

 

正在抓包备份。 

 

 

 

 

抓包备份成功。 

说明：每次默认备份 1M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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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硬盘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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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硬盘初始化 

初始化操作 

 

步骤：进行初始化操作。 

路径： 

主菜单 → 硬盘管理 → 基本配置 

选择未初始化的磁盘，[初始化]。 

 
 

 

 

 

初始化导致磁盘录像数据丢失的提示。 

确认无误后，选择[确定]开始对磁盘进行初始化。 

 
 

 

 

正在初始化该磁盘。 

 

 

 

 

初始化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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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初始化以后，磁盘的“状态”由“未初始化”变为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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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配额模式 

说明 

配额存储模式，可对通道进行固定存储容量分配，合理分配每个通道的录像存储空间。设置前，请将“高级配置”中

的“模式选择”选为“配额”。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硬盘管理菜单的高级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硬盘管理 → 高级配置 

将“高级配置”中的“模式选择”选为“配额”。 

注意：改变存储模式需要重启设备才能生效。 

 

 

 

 

第二步：分配空间。 

选择 1 个通道，输入“录像配额（GB）”的存储空间

大小。 

选择[应用]，保存设置。 

若其他通道设置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

通道。 

说明：若配额空间都为 0GB，所有的通道将共同使

用硬盘总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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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硬盘状态查询 

说明 

根据硬盘状态，及时地发现硬盘问题，对问题硬盘进行处理，减少损失。 

查询方法 

 

方法一：进入硬盘管理菜单的基本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硬盘管理 → 基本配置 

说明：硬盘状态为正常或休眠状态下才能正常使用，

若硬盘状态为未初始化或异常，即为不正常；未初始化

或异常的硬盘请进行初始化操作，若不成功请更换硬盘。 

 

 

 

 

方法二： 进入系统维护菜单的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硬盘状态”属性页。 

说明：若硬盘处于不正常状态，请到硬盘管理菜单

进行初始化操作，若不成功请更换硬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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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硬盘检测 

说明 

S.M.A.R.T 检测，能对硬盘的磁头单元、硬盘温度、盘片表面介质材料、马达及其驱动系统、硬盘内部电路等进行监测，

及时分析并预报硬盘可能发生的问题。 

设置方法 

 

步骤：进入硬盘管理菜单的硬盘检测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硬盘管理 →硬盘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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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硬盘坏道检测 

说明 

通过硬盘坏道检测，能够检测硬盘的坏道。 

设置方法 

 

步骤：进入硬盘管理菜单的坏道检测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硬盘管理→硬盘检测→坏道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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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硬盘出错报警 

说明 

若硬盘状态为未初始化或异常，可进行报警处理。 

设置方法 

 

步骤：进入异常配置界面，选择“硬盘错误”类型并进行

处理。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异常配置 

说明：硬盘出错报警的方式有声音警告、上传中心、

发送邮件三种，具体设置请参见 8.5 节报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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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通道参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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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OSD 设置 

说明 

OSD 是“On Screen Display”的缩写，本地预览的 OSD 主要包括时间和通道名称的显示。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 OSD 配置界面，选择要进行

OSD 设置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OSD 配置 

  

 

 

第二步：对该通道 OSD 进行设置。 

若需要改变该通道 OSD 位置，请直接用鼠标拖动

OSD 框进行调整。 

若其他通道设置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

通道。 

说明：OSD 包括通道名称、日期、星期、日期格式、

时间格式、OSD 属性、OSD 位置。 

“恢复”按键只能恢复当前页面的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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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视频遮盖设置 

说明 

可对监控现场图像中的某些敏感或涉及隐私的区域进行遮盖。 

设置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视频遮盖界面，选择要进行视

频遮盖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遮盖配置 

 

 

 

 

第二步：对该通道的遮盖进行设置。 

将“启用隐私遮盖”状态设置为 。 

使用鼠标划定遮盖区域，完成视频遮盖的设置。 

选择[应用]，保存设置。 

若其他通道设置相同，可选择[复制]，复制到其他

通道。 

说明：遮盖区域可设置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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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视频参数调节 

调节方法 

 

第一步：进入通道管理的图像配置界面，选择要进行视

频参数调节的通道。 

路径： 

主菜单 → 通道管理 → 图像配置 

 

 

 

第二步：选择[模式]，调节图像的参数。 

    可选择的图像模式：标准、室内、弱光和室外。请

用户根据实际场景选用。 

 

 

 

用户可以在对应的模式下再微调亮度、对比度、饱

和度、色度和锐度。 

说明：自定义可对该通道图像的亮度、对比度、饱

和度、色度、锐度进行调节。 

注意：调节视频参数不仅会改变预览图像，还会改

变录像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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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设备维护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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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系统信息 

设备信息 

 

步骤：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设备信息”属性页。 

说明：显示设备名称、型号、序列号、版本信息。  

 

通道状态 

 

步骤：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通道状态”属性页。 

说明：显示各通道的状态信息。 

 

 

 

录像状态 

 

步骤：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录像状态”属性页。 

说明：显示各通道的录像状态及编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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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状态 

 

步骤：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网络状态”属性页。 

说明：显示该设备的网络连接及配置情况。 

 

 

 

硬盘状态 

 

步骤：进入系统信息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系统信息 

选择“硬盘状态”属性页。 

说明：显示连接在该设备中的硬盘状态及属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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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日志查询与导出 

 

第一步：进入日志查询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日志搜索 

设置搜索条件，选择[搜索]，进入日志列表界面。 

 
 

 

 

第二步：日志信息列表。 

若需要搜索日志详细信息，请选择[详细信息]或使用

鼠标左键双击该日志信息；若需要查看该日志时间点的

录像，请选择 ； 

若需要导出列表中的日志信息，请选择[导出]。 

说明：若搜索到的日志超过 2000 条，系统将显示前

2000 条。 

 

 

 

日志信息导出结果。 

说明：导出日志前请先连接备份设备。日志文件是

以日志导出时间来命名的文本文件，如

20110514124841logBack.t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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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配置信息导出/导入 

说明 

配置操作可将设备的配置文件进行“导出”操作，便于配置文件及时地备份。若多台设备采用相同的配置，通过“导入”

操作，可省去更多的配置时间。 

操作方法 

 

步骤：进入导入/导出配置文件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配置操作 

如需要导出设备配置信息，请选择[导出]。 

如需要导入配置信息，请在 USB 设备中选择配置文

件，选择[导入]。 

说明：执行[导入]操作，设备将会重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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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版本升级 

本地升级 

 

步骤：进入版本升级的本地升级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版本升级 

选择升级文件，选择[升级]。 

说明：1、升级完成，重新启动设备采用新的版本程

序。 

2、如果升级失败导致开机后无法正常工作，请及时

联系供货商，以便修复。 

 

 

 

FTP 方式升级 

升级前准备 

请将一台 PC 主机与设备置于同一局域网中，在 PC 主机上使用并配置 FTP 软件，启动 FTP 服务。 

升级 

 

步骤：进入版本升级的 FTP 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版本升级 

输入 FTP 服务器地址，选择[升级]。 

说明：1、升级完成，重新启动设备采用新的版本程

序。 

2、如果升级失败导致开机后无法正常工作，请及时

联系供货商，以便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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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恢复出厂配置 

 

步骤：进入缺省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维护 → 缺省配置 

说明：执行该操作后，除 IP 地址、子网掩码、默认

网关、MTU 和服务器端口号外，其它所有参数恢复为设

备出厂时的默认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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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其它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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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BNC 输出制式、VGA 分辨率、鼠标设置 

 

步骤：进入通用配置的基本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通用配置 

选择“基本配置”属性页。 

不启用开机向导、操作密码，请将 变为 。 

 

 

 

13.2 设备名称、编号的设置 

 

步骤：进入通用配置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通用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说明 ：设备编号的范围为 1～255，默认 255。  

 

13.3 显示参数设置 

 

步骤：进入通用配置的更多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通用配置 

选择“更多配置”属性页。 

设置显示参数，选择[应用]保存。 

说明：该菜单可对 VGA、CVBS 的输出模式，CVBS

输出亮度，屏幕保护时间进行设置。 

屏幕保护指在屏幕保护时间内不对菜单进行操作，

将返回至预览画面。 

菜单输出模式指在对应接口上可以操作菜单，设备

默认菜单输出于 VGA，菜单输出模式分自动、VGA、

主 CVBS 三个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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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用户管理 

说明 

设备出厂默认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密码为 12345。管理员可增加、删除用户或配置用户参数。 

增加用户 

 

第一步：进入用户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配置管理 → 用户配置 

选择[增加]，进入增加用户界面。 

提醒：最多可增加 31 个用户。 

 

 

 

 

第二步：填写新用户信息。 

    输入用户的信息，选择级别，点击[确定]保存并退

出添加界面。 

说明：用户级别有普通用户、操作员两个级别，两

个级别默认权限不同（“远程配置”默认权限中操作员具

有“语音对讲”的权限，普通用户没有；“通道配置”权限

中操作员具有所有权限，普通用户仅有本地回放、远程

回放权限）。 

用户 MAC 地址：指远程访问硬盘录像机的 PC 管

理主机的物理地址。如果设置了该参数，只有这个物理

地址的远程 PC 管理主机才有权限访问该硬盘录像机。 

 

 

 

第三步：设置权限。 

    选中添加成功的用户，点击 权限按钮，进入权限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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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该用户权限。 

说明：用户权限分为本地配置、远程配置和通道配

置。 

 

 

权限说明 

“本地配置” 

本地日志搜索：查看系统的日志、系统信息。 

本地参数设置：设置参数、恢复默认参数、导入/导出参数。 

本地高级管理：可以进行硬盘管理（初始化、设置硬盘属性）、升级系统程序。 

本地关机/重启：可以进行重启/关机操作。 

“远程配置” 

远程日志搜索：远程查看记录在硬盘录像机上的日志。 

远程参数设置：远程设置参数、恢复默认参数、导入/导出参数。 

语音对讲：可发起对硬盘录像机的语音对讲。 

远程报警布防：远程可以布防（即要求将报警/异常状态发送给远程客户端）。 

远程高级管理：远程进行硬盘管理（初始化、设置硬盘属性）、升级系统程序。 

远程关机/重启：远程进行重启/关机操作。 

“通道配置” 

远程预览：远程预览各通道的现场画面，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 

本地手动操作：本地手动启动/停止录像，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 

远程手动操作：远程手动启动/停止录像，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 

本地回放：本地回放硬盘录像机上记录的录像文件，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 

远程回放：远程回放、下载硬盘录像机上记录的录像文件，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 

本地备份：本地备份硬盘录像机上记录的录像文件，此权限细化到每一个通道。具有本地备份权限的通道一定具有本地

回放权限。 

注意：只有 admin 管理员拥有“恢复默认参数”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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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用户 

 

步骤：进入用户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用户配置 

选择“用户管理”属性页。 

选择要删除的用户，点击 按钮，即可删除该用户。 

 
 

 

编辑用户 

 

第一步：进入用户配置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用户配置 

选择“用户管理”属性页。 

选择要编辑的用户，点击 按钮，进入编辑页面。 
 

 

 

第二步：编辑用户信息。 

    修改用户名、用户密码、用户级别和 mac 地址等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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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 

 

步骤：进入 admin 密码修改界面。 

路径： 

主菜单 → 系统配置 → 用户配置 

选择“编辑”页。 

重新设置密码信息，选择[保存]并退出。 

     

 

 

13.5 锁定、关闭、重启设备 

 

步骤：选择功能按钮。 

路径： 

主菜单 → 设备关机 

若需要锁定系统，请选择[锁定]。 

若需要关闭设备，请选择[关机]。 

若需要重启设备，请选择[重启]。 

说明：系统被锁定后将返回预览状态，再次进入菜

单时需对用户名/密码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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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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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技术参数 

CS-D1-100W系列 

型号 CS-D1-104W CS-D1-108W CS-D1-116W 

视音频

输入 

模拟视频输入 
4 路 8路 16路 

BNC接口（电平：1.0Vp-p，阻抗：75Ω）PAL/NTSC自适应 

音频输入 1路，RCA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 

视音频

输出 

VGA输出 
1路，分辨率：1024×768/60Hz、1280×720/60Hz、1280×1024/60Hz、

1920×1080/60Hz 

CVBS输出 
1路，BNC接口（电平：1.0Vp-p，阻抗：75Ω） 

分辨率：PAL制式 704×576；NTSC制式 704×480 

音频输出 1 路，RCA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 

视音频

编码参

数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视频编码分辨率 WD1/4CIF/2CIF/CIF/QCIF 

视频帧率 PAL：1-25帧/秒，NTSC：1--30帧/秒 

视频码率 32Kbps-3072Kbps，可自定义，最大 3072Kps 

码流类型 复合流/视频流 

双码流 支持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码率 64kbps 

同步回放 4路 8路 16路 

硬盘驱

动器 

类型 1SATA 

最大容量 每个接口支持容量最大 4TB的硬盘 

录像管

理 

录像 手动录像、定时录像、移动侦测录像 

回放 即时回放、常规回放、事件回放、标签回放 

备份 常规备份、事件备份 

网络管

理 
网络协议 

IPv6、UPnP（即插即用）、NTP（网络校时）、SADP（自动搜索 IP 地址）、

SMTP（邮件服务）、PPPoE（拨号上网）等 

外部接

口 

语音对讲输入 1个，RCA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与音频输入复用 

网络接口 1个，RJ45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 

USB接口 2个，USB 2.0 

其他 

电源 DC 12V 

功耗（不含硬盘） ≤5W  ≤7W ≤9W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机箱 1U小机箱 

尺寸 200mm（宽）×200mm（深）×45mm（高） 
285mm（宽）×210mm

（深）×45mm（高） 

重量（不含硬盘） ≤0.8Kg ≤1Kg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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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D1-116C 

型号 CS-D1-116C 

视音频

输入 

模拟视频输入 
16路 

BNC接口（电平：1.0Vp-p，阻抗：75Ω）PAL/NTSC自适应 

音频输入 1路，RCA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 

视音频

输出 

VGA输出 
1路，分辨率：1024×768/60Hz、1280×720/60Hz、1280×1024/60Hz、

1920×1080/60Hz 

CVBS输出 
1路，BNC接口（电平：1.0Vp-p，阻抗：75Ω） 

分辨率：PAL制式 704×576；NTSC制式 704×480 

音频输出 1 路，RCA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 

视音频

编码参

数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视频编码分辨率 1、5、9、13通道可支持 WD1/4CIF/2CIF,其余 CIF/QCIF 

视频帧率 PAL：1--25帧/秒，NTSC：1--30帧/秒 

视频码率 32Kbps-3072Kbps，可自定义，最大 3072Kps 

码流类型 复合流/视频流 

双码流 支持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码率 64kbps 

同步回放 16路 

硬盘驱

动器 

类型 1SATA 

最大容量 每个接口支持容量最大 4TB的硬盘 

录像管

理 

录像 手动录像、定时录像、移动侦测录像 

回放 即时回放、常规回放、事件回放、标签回放 

备份 常规备份、事件备份 

网络管

理 
网络协议 

IPv6、UPnP（即插即用）、NTP（网络校时）、SADP（自动搜索 IP 地址）、

SMTP（邮件服务）、PPPoE（拨号上网）等 

外部接

口 

语音对讲输入 1个，RCA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与音频输入复用 

网络接口 1个，RJ45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 

USB接口 2个，USB 2.0 

其他 

电源 DC 12V 

功耗（不含硬盘） ≤9W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机箱 1U小机箱 

尺寸 285mm（宽）×210mm（深）×45mm（高） 

重量（不含硬盘） ≤1.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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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安装硬盘总容量的参考计算方法 

根据录像要求（录像类型、录像资料保存时间）计算出一台硬盘录像机所需总容量。 

计算方法： 

第一步：根据式（1）计算单个通道每小时所需要的存储容量
iq ，单位 MByte。 

                      102436008  ii dq                               （1） 

                  其中：
id  － 码率（即录像设置中的“位率/位率上限”），单位 Kbit/s。 

第二步：确定录像时间要求后，根据式（2）计算单个通道所需要的存储容量 im ，单位 MByte。 

                     im  = iq × ih × iD                                  （2） 

其中：
ih  － 每天录像时间（小时） 

iD  － 需要保存录像的天数 

第三步：根据式（3）计算硬盘录像机所有通道定时录像时所需总容量（累加）
Tq 。 

      




c

i

iT mq
1                                              （3） 

其中：c  — 一台硬盘录像机的通道总数。 

第四步：根据式（4）计算硬盘录像机所有通道报警录像（包括移动侦测）所需总容量（累加） Tq 。 

          




c

i

iT mq
1 ×a%                                       （4） 

其中：a%  － 报警发生率。 

 

例：根据以上公式当位率类型设置为定码率时根据不同的码流大小 1 个通道 1小时产生的文件大小如

下表所示： 

码流大小（位率上限） 文件大小 码流大小（位率上限） 文件大小 

96K 42M 128K 56M 

160K 70M 192K 84M 

224K 98M 256K 112M 

320K 140M 384K 168M 

448K 196M 512K 225M 

640K 281M 768K 337M 

896K 393M 1024K 450M 

1280K 562M 1536K 675M 

1792K 787M 2048K 900M 

免责声明：此表提供的数据仅供参考，表格中的“文件大小”估算值可能与实际值有偏差，若因此而造成

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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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术语解释 

双码流 

双码流采用一路高码率的码流用于本地高清存储，例如 QCIF/CIF/2CIF/ 4CIF 编码，一路低码率的码流用于网络传输，

例如 QCIF/CIF 编码，同时兼顾本地存储和远程网络传输。双码流能实现本地传输和远程传输两种不同的带宽码流需要，本

地传输采用高码流可以获得更高的高清录像存储，远程传输采用较低的码流以适应 CDMA/ADSL 等各种网络而获得更高的

图像流畅度。 

DHCP 

DHCP 是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的缩写，它是 TCP／IP 协议簇中的一种，主要是用来给网络客户机分配动

态的 IP 地址。 

NTP 

NTP（Network Time Protocol）即网络校时协议，是用来使计算机时间同步化的一种协议，它可以使计算机对其服务器

或时钟源（如石英钟，GPS 等等)做同步化，可以提供高精准度的时间校正（LAN 上与标准时间差小于 1 毫秒，WAN 上小

于几十毫秒），且可通过加密确认的方式来防止恶意的协议攻击。 

PPPoE 

PPPoE 是 point-to-point protocol over ethernet 的简称，即在以太网上传输 PPP（点对点协议）协议。与传统的接入方式

相比，PPPoE 具有较高的性价比，它在包括小区组网建设等一系列应用中被广泛采用，目前流行的宽带接入方式 adsl 就使

用了 PPPoE 协议。 

DDNS 

DDNS（Dynamic Domain Name Server）是动态域名服务的缩写。DDNS 是将用户的动态 IP 地址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

解析服务上，用户每次连接网络的时候客户端程序就会通过信息传递把该主机的动态 IP 地址传送给位于服务商主机上的服

务器程序，服务项目器程序负责提供 DNS 服务并实现动态域名解析。 

MTU 

MTU 是 Maximum Transmission Unit 的缩写，即网络上传送的最大数据包。MTU 的单位是字节。大部分网络设备的 MTU

都是 1500。如果设备的 MTU 比网关的 MTU 大，大的数据包就会被拆开来传送，这样会产生很多数据包碎片，增加丢包率，

降低网络速度。将设备的 MTU 设成比网关的 MTU 小或相同，就可以减少丢包。 

http://wiki.ccw.com.cn/TCP
http://wiki.ccw.com.cn/IP
http://wiki.ccw.com.cn/IP%E5%9C%B0%E5%9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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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常见问题解答 

问：为什么新买的机器开机后会有“嘀－嘀－嘀－嘀嘀”的声音警告？ 

答：原因 1：硬盘录像机中没有装硬盘； 

原因 2：硬盘录像机中装了硬盘但没有进行初始化； 

原因 3：硬盘坏； 

原因 4：输入/输出视频制式不匹配。 

如果不需要装硬盘，请到异常配置菜单中，把“硬盘错误”这个异常类型的声音警告变为 ；如果装了硬盘，请到硬盘管

理菜单中，把相应的硬盘初始化；如果硬盘坏，那么请更换硬盘。 

设备 CVBS 输出制式默认为 PAL，若视频输入制式为 NTSC，则设备启动会触发声音警告，请在“通用配置”的“基本配

置”界面（路径：主菜单 → 配置管理 → 通用配置）将“CVBS 输出制式”更改为 NTSC 即可。 

 

问：为什么设置了移动侦测后没有录像？ 

答：请按顺序检查相应设置是否已经设置并确认设置正确： 

1、检查录像时间是否设置正确，这里包括单天的时间设置和整个星期的时间设置； 

2、检查移动侦测区域设置是否正确； 

3、检查移动侦测报警处理中有没有选择触发相应通道的录像。 

 

问：为什么在备份录像文件时找不到备份设备？ 

答：备份设备与硬盘录像机不兼容导致无法识别。请参见本公司官方网站上的《测试过的备份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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