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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版权所有©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9。保留一切权利。

本文档的任何部分，包括文字、图片、图形等均归属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海康威视”）。未经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
任何方式摘录、复制、翻译、修改本文档的全部或部分。除非另有约定，海康威视不对本文
档提供任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

关于本文档

本手册仅作为相关产品的指导说明，可能与实际产品存在差异，请以实物为准。因产品版本
升级或其他需要，海康威视可能对本手册进行更新。
海康威视建议您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本手册。

责任声明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文档是“按照现状”提供，可能存在瑕疵或错误。海康威视不
对本文档提供任何形式的明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质量满意度、适合特定目
的、不侵犯第三方权利等保证；亦不对使用或是分发本文档导致的任何特殊、附带、偶然或
间接的损害进行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润损失、系统故障、数据或文档丢失产生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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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约定

对于文档中出现的符号，说明如下所示。

符号 说明

说明 说明类文字，表示对正文的补充和解释。

注意
注意类文字，表示提醒用户一些重要的操作或者防范潜在的

伤害和财产损失危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伤害事故、

设备损坏或业务中断。

危险
危险类文字，表示有高度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

造成人员伤亡的重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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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应用场景选择

1.1 部署基本要求

为保证摄像机侦测、识别和抓拍功能的准确性，请参考以下安装要求。

• 请尽量避免狭小或过多遮蔽的场景。

• 请尽量避免光线变化较多的场景。

• 请尽量避免玻璃、地砖、湖面等反光的场景。

• 请将摄像机安装在稳固的地方，以免晃动影响摄像机智能侦测功能的准确性。

• 为达到最佳使用效果，可参考下表进行安装。但由于实际环境存在各种复杂因素，请根据
实际场景及需求综合考虑。

镜头 2.8 mm 4 mm 6 mm 8 mm 12 mm

识别距离 10 m 15 m 22 m 30 m 40 m

• 如果夜间光线不足，请对场景进行补光，保证侦测区域内有足够的光线。

• 摄像机拍摄的场景中如出现天空等逆光场景，请开启宽动态功能。

• 为了让目标检测更加稳定和准确，建议实际场景中的目标大小不超过场景尺寸的 50%，目标
高度不小于场景高度的 10%。

1.2 推荐场景

合适 的安装场景可有效减少误报，提高侦测、识别和抓拍的准确率。以下选取一些典型的场
景供安装参考。场景选择时，请根据实际场景及需求综合考虑。

注意

摄像机侦测、识别和抓拍功能仅作为辅助监控的一种手段，其准确率、误报率等可能无法完
全符合期望。对于侦测要求较高的场景建议使用专用智能侦测设备。

警戒区域

可以绘制任意形状的多边形，当符合尺寸的目标出现、进入或离开该区域时，将产生对应报
警。适用的侦测类型有：区域入侵侦测、进入区域侦测、离开区域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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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推荐场景（警戒区域）

警戒面

可以绘制带有箭头的线段，当符合尺寸的目标跨越警戒面时，将产生对应报警。适用于越界
侦测，可针对园区门口等重点区域开启，当有人员、车辆等跨过警戒面时，即可触发报警。

图 1-2 推荐场景（警戒面）

抓拍区域

请选择人员通道或者出入口的安装，以确保人员具有唯一的通行方向，确保摄像机能够抓拍
到该方向上所有进入或离开人员的正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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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推荐场景（抓拍区域）

1.3 不推荐场景

设备侦测、识别和抓拍目标的准确性与使用场景中存在的干扰因素密切相关。以下是不适合
的场景，在这些场景中使用准确率可能大幅下降。

树林

有风时，侦测功能容易受到树叶摇晃的干扰，产生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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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推荐场景（树林）

夜间亮度过低

图 1-6 夜间亮度过低

光线变化大

若设备安装位置在车灯频繁扫到的区域，将容易产生误报。

图 1-7 光线变化大

行走与抓拍方向不一致

在抓拍人脸时，无法抓拍到正面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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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行走与抓拍方向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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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配置操作

2.1 Smart 事件配置

针对特定场景选择并配置 Smart 事件。当有目标触发规则，设备将执行联动动作。

说明

部分设备支持 Smart 事件，需进入 配置 → 系统 → 系统设置 → 智能资源分配 ，勾选
SMART 事件，重启设备后，Smart 事件才会显示并支持设置。

2.1.1 配置区域入侵侦测

区域入侵侦测用于侦测是否有目标进入到警戒区域，如果有目标闯入，触发设备执行联动动
作。

操作步骤

1.选择 配置 → 事件 → Smart 事件 → 区域入侵侦测 。

2.勾选启用。

3.选择一个警戒区域，绘制检测区域，详细请参见 绘制区域 ，设置警戒区域对应的尺寸过
滤框，参见 设置尺寸过滤 。

4.设置规则参数。

灵敏度 表示目标进入布防区域的程度，灵敏度数值=100-S1/ST × 100，S1 为目标

进入布防区域的面积，ST 为目标的实际面积。灵敏度设置越大，越容易触发

报警。

时间阈

值

表示目标进入警戒区域，设置在该区域停留的时间，超过该时间将产生报警，

时间阈值设置越大，目标在侦测区域内持续运动的时间越长才能触发报警。

检测目

标

设置后，设备将对指定的目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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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设置规则

5.可选操作: 重复上述步骤，设置多个警戒区域及规则参数。

6.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布防时间，参见 联动配置 设置联动方式。

7.单击保存。

2.1.2 配置越界侦测

越界侦测用于侦测是否有目标朝指定方向跨越警戒面，如果有目标朝指定方向跨越，触发设
备执行联动动作。

操作步骤

1.选择 配置 → 事件 → Smart 事件 → 越界侦测 。

2.勾选启用。

3.选择一个警戒面，设置警戒面对应的尺寸过滤框。绘制尺寸过滤框请参见 设置尺寸过滤 。

4.单击绘制区域，画面中会出现 1条带有箭头的线段。选中端点调节警戒面至画面中合适的
位置。

5.设置规则参数。

方向 表示目标穿越警戒面触发报警的方向。A->

B，表示目标从 A越界到 B时将触发报警；B->A，表示目标从 B越界到 A时将
触发报警；A<->B，表示目标双向触发报警。

灵敏度 表示目标进入布防区域的程度，灵敏度数值=100-S1/ST × 100，S1 为目标进

入布防区域的面积，ST 为目标的实际面积。灵敏度设置越大，越容易触发报

警。

检测目

标

设置后，设备将对指定的目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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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设置规则

6.可选操作: 重复上述步骤，设置多个警戒区域及规则参数。

7.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布防时间，参见 联动配置 设置联动方式。

8.单击保存。

2.1.3 配置进入区域侦测

进入区域侦测可用于侦测是否有目标进入警戒区域，如果有目标进入，触发设备执行联动动
作。

操作步骤

1.选择 配置 → 事件 → Smart 事件 → 进入区域侦测 。

2.勾选启用。

3.选择一个警戒区域，绘制检测区域，详细请参见 绘制区域 ，设置警戒区域对应的尺寸过
滤框，参见 设置尺寸过滤 。

4.设置规则参数。

灵敏度 表示目标进入布防区域的程度，灵敏度数值=100-S1/ST × 100，S1 为目标

进入布防区域的面积，ST 为目标的实际面积。灵敏度设置越大，越容易触发

报警。

检测目

标

设置后，设备将对指定的目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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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设置规则

5.可选操作: 重复上述步骤，设置多个警戒区域及规则参数。

6.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布防时间，参见 联动配置 设置联动方式。

7.单击保存。

2.1.4 配置离开区域侦测

离开区域侦测用于侦测是否有目标离开警戒区域，如果有目标离开，触发设备执行联动动作。

操作步骤

1.选择 配置 → 事件 → Smart 事件 → 离开区域侦测 。

2.勾选启用。

3.选择一个警戒区域，设置检测区域请参见 绘制区域 ，设置警戒区域对应的尺寸过滤框，
参见 设置尺寸过滤 。

4.设置规则参数。

灵敏度 表示目标进入布防区域的程度，灵敏度数值=100-S1/ST × 100，S1 为目标

进入布防区域的面积，ST 为目标的实际面积。灵敏度设置越大，越容易触发

报警。

检测目

标

设置后，设备将对指定的目标进行检测。

网络摄像机 配置手册

9



图 2-4 设置规则

5.可选操作: 重复上述步骤，设置多个警戒区域及规则参数。

6.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布防时间，参见 联动配置 设置联动方式。

7.单击保存。

2.1.5 绘制区域

介绍规则区域的设置。

操作步骤

1.单击绘制区域，在实况画面中依次单击鼠标左键绘制四边形警戒区的端点，点击鼠标右键
完成区域绘制。

2.可选操作: 单击端点拖动，可调整区域。

3.单击保存。

说明

单击清除全部可删除已绘制的区域。

2.1.6 设置尺寸过滤

介绍检测区域的尺寸过滤的设置方法，当有物体进入警戒区域，并且目标尺寸处于最大和最
小尺寸过滤框的范围内，才能被识别为目标，否则不属于目标，可提高检测的准确率。

操作步骤

1.单击最大尺寸或最小尺寸，在实况画面中单击鼠标左键并拖动鼠标，然后松开鼠标左键，
完成最大或最小尺寸过滤框的绘制。

2.可选操作: 再次单击最大尺寸或最小尺寸删除已绘制的尺寸框。可重新绘制目标最大或最
小尺寸过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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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保存。

2.2 人脸抓拍

人脸抓拍是指在规则区域中，抓拍符合规则的人脸，并将抓拍图片上传至中心平台。

说明

人脸抓拍视型号而定，请以实际设备为准。

2.2.1 配置人脸抓拍

实现对规则区域内的人脸进行抓拍。

前提条件

进入 配置 → 系统 → 系统设置 → 智能资源分配 ，选择人脸抓拍。

操作步骤

1.进入 配置 → 人脸抓拍 。

2.设置屏蔽区域请参见 绘制屏蔽区域 。

3.选择规则配置，选择启用规则。

4.单击  ，绘制多边形的人脸规则区域，建议绘制范围为实况画面的 1/2 ~ 2/3。

5.单击  ，根据实况画面上的人脸瞳距绘制矩形框。

图 2-5 配置人脸抓拍

设备将通过最小瞳距检测区域中是否有人脸，设置后设备将正常抓拍人脸图片。

6.设置规则布防请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规则联动请参见 联动配置 。

7.单击保存。

8.设置叠加与抓图请参见 叠加与抓图参数 ，设置高级参数请参见 算法库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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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说明

可在图片处，查看和下载人脸抓拍图片，具体操作请参见 查看与下载图片 。

2.2.2 绘制屏蔽区域

绘制屏蔽区域，智能规则在绘制的屏蔽区域内无效。

操作步骤

1.选择屏蔽区域。

2.单击  ，绘制多边形屏蔽区域，当需要绘制多个屏蔽区域时，可重复此步骤。

3.可选操作: 单击  ，删除当前绘制的所有屏蔽区域。

4.单击保存。

2.2.3 叠加与抓图参数

介绍叠加信息和抓图参数的设置。

叠加信息

码流叠加智能信息

设置在码流中叠加智能信息，包括目标和规则信息（不修改原始图像）。

报警抓图叠加目标信息

设置将目标信息叠加到报警抓图数据中。

目标图片设置

根据抓拍图片需求设置抓拍图片类型、大小和像素。当图片抓拍类型选择自定义时，根据

图例，手动填写目标图片大小和固定像素的参数。 例如，当目标图片大小中，宽度值设置

为：人脸宽度 x3，则表示抓拍的人脸图片的宽度是规则框检测到的人脸宽度的 3倍。

背景图片设置

勾选背景图片上传，设备将上传包含背景和目标的抓拍图片。并可设置图像质量和图片分

辨率。

监控点参数

通过设置监控点参数中的设备编号和监控点信息，方便对监控点的管理。

图片字符叠加

设置在报警的图片上叠加字符显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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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算法库参数

用于设置和优化人脸抓拍的算法库参数。

通过 配置 → 人脸抓拍 → 算法库参数 ，设置完毕后，单击保存。

算法库版本

显示当前的算法库版本。

检测参数

目标生成速度

表示目标在检测区域中，判断为检测目标的速度。数值设置越大，判断为检测目标的速度

越快。

灵敏度

表示识别为检测目标的灵敏度，数值设置越大，越容易检测到目标，但会增加误检率。

目标检测参数

最佳抓拍

最佳抓拍表示通过手动设置抓拍间隔和抓拍阈值参数实现最优的人脸抓拍。

快速抓拍

表示设置快速抓拍的评分阈值，低于该阈值的人脸抓拍图片将不进行上传。

抓拍次数

在抓拍间隔之间，抓拍同一目标人脸图片的张数。

抓拍间隔

目标从进入检测区域到离开检测区域的时间内，设置每隔多少帧进行一次抓拍。其中抓拍

图片为这几帧中目标质量评分最高的图像。

抓拍阈值

设置最佳抓拍的评分阈值，低于该阈值的目标抓拍图片将不进行上传。

人脸曝光

勾选该功能后，根据场景亮度，调整人脸部分的亮度以保证人脸部分的画面效果。

参考亮度

根据需求调节参考亮度参数来提高或降低预览、抓图的亮度。

最短持续时间

表示开启人脸曝光并调整好参数后，如果场景里没有再检测到人脸，则在该曝光状态下再

持续的时间。在该持续时间过后将自动切换调整为正常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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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过滤时间

表示检测到的人脸目标判断为有效人脸目标的最少时间。举例：当人脸过滤时间设置为 5

秒，如果检测到人脸时间低于 5秒，则该人脸将判断为不是有效人脸，将不进行报警联动

和上传。

恢复参数

单击恢复，恢复算法库参数至系统默认值。

2.2.5 查看与下载图片

用于查询、回放和下载已存储的图片。

操作步骤

1.单击图片。

2.设置搜索条件，单击查找。

符合条件的图片将显示在文件预览列表中。

3.单击下载。
1)设置搜索条件。

2)选中需要查看的图片，单击下载。

说明

可进入 配置 → 本地 ，在回放下载保存路径中，单击浏览更改保存路径。

2.3 AI 平台

通过 AI 平台，可将已完成训练的算法模型部署到设备中，再结合设备中已有的算法，精确
实现各类检测分类任务。

说明

AI 平台视型号而定，请以实际设备为准。

2.3.1 配置 AI 平台

介绍 AI 平台配置步骤。

前提条件

进入 配置 → 系统 → 系统设置 → 智能资源分配 ，选择 AI 平台。

操作步骤

1.进入 配置 → AI 平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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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并导入设备模型库。导入时，请选择模型库和对应的 Label 文件，并对模型库进行命
名。

检测模型

检测和跟踪画面中的特定目标，并提供目标的检测结果和坐标位置。

分类模型

对图片或目标进行属性分类。

混合模型

检测画面中的目标，并对目标进行分类。

说明

设备可添加多个模型库，设备支持的最大可添加模型库数量可在支持模型库数查看。

3.将模型库中的模型包拖拽至引擎，使模型与引擎绑定。

4.配置任务。
1)单击任务右侧开关，开启任务配置。

2)选择任务类型。

视频任务

对实时视频进行分析，完成目标的检测和跟踪，并上传结果。

抓图轮巡任务

按照设置的抓图间隔进行抓拍，并对抓拍的图片进行分析，并上传结果。

3)设置布控时间请参见 布防时间配置 。

4)设置目标框叠加。启用目标框叠加后，在报警抓图中叠加目标框。

5.设置规则联动请参见 联动配置 。

6.配置通道规则。
1)添加关联通道。

2)单击  ，配置通道的任务规则。

3)单击添加规则，勾选启用，并设置名称。

4)选择规则类型，根据模型包和任务类型不同，可选择区域目标异常状态检测、区域异常
状态检测、跨线目标检测、跨线目标统计、区域目标统计和全分析规则。

5)配置检测规则，包括绘制检测区域，设置检测对象、属性、时间和报警间隔。

7.单击保存。

2.4 布防时间和联动配置

设备在设置的布防时间段内接收到告警信息，联动设备执行相应的动作。

2.4.1 布防时间配置

设置任务执行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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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单击布防时间。

2.选中时间轴上的某点为起始点，按住鼠标左键在时间轴上拖动，拖动到结束点时松开鼠标，
完成布防时间设置。

说明

一条时间轴上支持设置 8个时间段。

3.调整布防时间。

- 单击布防时间段，可手动输入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调整布防时间，单击保存。

- 单击布防时间段，时间段两端会显示两个圆圈，鼠标移动到时间段的两端，会显示左右

方向的调节箭头， 移动调节箭头可调整时间段。

- 鼠标拖动布防时间段到时间轴上的任一位置，可以重设时间段。

单击时间段的删除 删除当前时间段。

单击删除 删除选中的时间段。

单击删除全部 删除设置的所有时间段。

4.可选操作: 单击复制到...，复制相同的布防时间到其它时间。

5.单击保存。

2.4.2 联动配置

当事件或报警发生时可进行报警联动。联动配置项视型号而定，请以实际设备为准。

上传 FTP/SD 卡/NAS

发生报警时，将报警图片等信息上传到 FTP/SD 卡/NAS。

上传中心

发生报警时，将报警图片等信息上传到远程的监控中心。

邮件联动

勾选且配置好邮件时，将把报警信息发送至配置的邮箱中。

联动闪光报警灯

发生报警时，勾选闪光报警灯，联动设备闪烁报警灯。

联动声音报警

发生报警时，勾选声音联动，触发设备警戒音输出。

联动报警输出

设备的报警输出接口中连接了报警输出设备，勾选且配置好对应的报警输出通道，报警信息
将从连接的报警设备中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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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联动

勾选且配置好对应的设备通道，将联动相应的通道进行录像。

上传 FTP

勾选且配置好 FTP 服务器，将把报警信息发送到 FTP 服务器进行保存。

HTTP 监听

通过 HTTP 协议的方式发送报警信息给目的 IP 或域名。

网络摄像机 配置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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