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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如您有任何疑问或需求请随时联系我们。

本说明书适用的产品为：高清网络摄像机（IPC）。

我公司将根据产品功能的增强或变化而更新本说明书的内容，并将定期改进及更新本说明书中描述的

软件产品，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说明书的新版本中说明，恕不另行通知。

本说明书中内容仅为用户提供指导作用，不保证与实物完全一致，请以实物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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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概述

1.1.产品简介

高清网络摄像机产品基于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采用低照度 CMOS 图像传感器，支持

720P/960P/1080P高清视频，具备业界领先国际标准的 H.265视频压缩算法，采用 H.265编码，JPEG抓拍，

完美实现高清晰图像的低网络带宽传输。本产品的主要特点有：支持双码流技术，支持人脸抓拍，支持智

能编码，具备功耗低、发热低、延时短、解析度高等优势。除此之外，还采用我公司自主研发的 CMS网

络传输平台，无需申请动态域名、无需设置端口映射，具有连通率高、传输效果好、设置简单、操作方便、

功能强大等特点，是网络远程视频监控的理想之选。

本产品适用于大型仓库、小区外围监控、码头、广场、学校、车站、公园等多种需求远距离监控的复

杂环境。

1.2.主要特点

1．CMS实现一键远程，网络即插即用。

2．支持 ONVIF 协议，确保网络视频监控产品的互连互通。

3．支持双码流，用户可选择码流并调节分辨率、帧率、视频质量。

4．支持 IR-CUT双滤光片自动切换，真正实现昼夜监控。

5．支持软件升级，升级方式支持网站升级和本地升级。

6．支持网络参数的静态配置/DHCP/ADSL。

7．支持画面移动侦测/画面遮挡，可设置 4个移动侦测区域块，8个遮挡区域块。

8．支持移动侦测、移动侦测报警自动发送邮件提醒。

9．支持智能编码及人脸抓拍，可把抓拍的图片上传至服务器

10．录像格式为MP4格式，录像文件可以通过暴风影音、爱奇艺万能播放器、Realplayer等播放器直

接打开播放。

11．支持动态码率调整，录像文件大小可随场景复杂度的变化而变化，以便于节省存储空间。

12．支持断电/意外故障后自动重启功能。

13．支持远程实时监看、网络用户管理、网络对时等功能。

14．支持多种远程监控方式，如： CMS、NVSIP等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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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运行环境

1.3.1. 硬件设备

1.若使用计算机软件（如 CMS）作为本产品的管理程序，则对计算机的配置要求如下表所示：

路数 Intel CPU 推荐 AMD CPU 推荐 内存 硬盘

4 奔腾 G620 A6-5400+ 1G 1T

9 奔腾 G620 A6-5400+ 2G 2T

16 奔腾 G620 A6-5400+ 2G 4T

24 i3-2105 + HD6570 显卡 A6-3500 + HD6570 显卡 4G 6T

30 i5-2405S + HD6570 显卡 A8-5600K + HD6570 显卡 4G 8T

36 i7-2600K + HD6570 显卡 A10-5800K + HD6570 显卡 4G 10T

2.若使用 NVR作为本产品的管理设备，则支持的 NVR部分产品型号如下表所示：

序号 NVR 型号 厂家名称

1 DS-7916N-K4

海康威视
2 DS-7904N-K4

3 DS-7908N-K4

4 DS-7932N-K4

5 DH-NVR4104HS-P
大华

6 DH-NVR3204-P

7 NBD6504 雄迈

8 HB7904X3-LC 汉邦高科

9 JVS-ND6041-H

中维世纪

10 JVS-ND6081-H

11 JVS-ND6616-HA

12 JVS-ND7932-HV

13 JVS-ND6608-HD

14 JVS-ND6616-H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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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它设备（如：TF卡、网线、路由器、交换机）若选用性能好的，则更能提高本产品的连接效果。

1.3.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Win10/Windows 8 /Windows 7 /Windows XP /Window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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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产品安装

2.1.安装注意事项

本安全使用注意事项用于指导用户正确使用本产品， 以避免危险或财产损失。 在使用本产品之前，

请认真阅读此说明书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1．避免对准强光（如日光灯、太阳光等）处聚焦，否则容易引起过亮或产生光晕现象（并非摄像机

故障），也会影响图像传感器寿命。

2．在使用时避免将水或任何其它液体流入本产品内。

3．在高温环境或剧烈震动的场所，要确保本产品置于通风良好，且远离高温环境或剧烈震动的场所。

4．在温差较大或电压不稳的环境下，要确保本产品放置在允许的温度及电压等工作环境。

5．在本产品开机前，要确保电源适配器连接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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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产品检测

3.1.硬件检测

购买我公司的高清网络摄像机产品后，在进行安装前请先检查产品，其检查步骤如下：

第一步：检查产品包装、配件是否完整，配件表如下所示。

配件名称 配件数量

高清网络摄像机 1个

用户手册 1本

合格证 1份

第二步：本产品接通电源，插上网线，并开机后，用手指堵上本产品的光敏电阻，则本产品红外开启，

能听到 Cut 切换的声音，且监控图像显示为黑白模式（图像模式要通过软件查看）。

第三步：手指离开本产品的光敏电阻，则本产品红外关闭，能再次听到 Cut 切换的声音，且监控图像

显示为彩色模式（图像模式要通过软件查看）。

3.2.软件检测

3.2.1. 通过 CMS客户端检测

第一步：鼠标双击桌面中“CMS”的图标 ，则可打开该系统的登录界面，输入用户名为：admin，

密码为：空，其图如下所示，并左键单击“确定”按钮，即可打开 CMS系统的主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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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第一种方式）左键单击界面底部的“设备管理”图标 ，在打开的界面上左键单击“设

备类型”后的小三角按钮 ，在弹出的下拉菜单中选择“IPC”，即可看到局域网中的所有

网络摄像机设备，设备列表中会显示 IPC的名称、设备号、IP地址等，单击中间的单个添加按钮或者在已

搜索到的列表中双击选择要添加的 IPC，则在右侧中显示所添加的 IPC，退出设备管理界面，在左侧的树

面板中选中添加的设备右击，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所添加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如 IPC正确安装成功，则

能预览该 IPC的实时画面，其图如下所示，否则说明安装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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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方式）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手动添加...”按钮，则系统打开设备信息界面，输入

该设备的 nvsip ID及相应的用户名、密码，其图如下所示，并单击“确定”按钮，在左侧的树面板中选中

添加的设备右击，选择“修改设备参数”，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所添加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如 IPC正确

安装成功，则能正确显示在设备管理界面左侧“已搜索到的设备”列表中，且成功连接后显示其视频监控

画面，如上图所示，否则说明安装异常。

注意：IPC 系统默认没有密码，没有密码时在设备管理界面中添加后可直接出图，如果有设置密码，

则需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方可进入到监控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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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安装步骤

安装本产品所需主要部件有：支架、高清网络摄像机、网线、电源、路由器或交换机。其安装步骤如

下所述：

第一步：将本机的支架安装在桌面、墙壁面或天花板等物体。

第二步：将本机安装在支架上。

第三步：连接本机的电源线；网线接口 RJ45连接到路由器或交换机上；并接入音频输出设备（如，

耳麦）即可完成其安装过程。

3.4.安装环境介绍

3.4.1. 局域网有线连接

3.4.2. 互联网有线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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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功能介绍

4.1.添加设备

功能说明：用于搜索同网络内所有的设备，包括 IPC/NVR/DVR，并添加搜索到的设备。本文只介绍

关于 IPC的部分功能。

操作步骤：

第一步：打开 CMS 登录后，点击设备管理，则系统打开设备管理界面，并单击“重新搜索”按钮即

可完成搜索所有设备的操作，在设备类型中选择“IPC”，即可筛选出所搜到的 IPC设备，其图如下所示。

第二步：在打开的设备管理界面中单击选择已搜到的任意一个 IPC 设备；单击“添加设备”按钮或者

双击选中的设备即可将所选的单个 IPC设备添加到已添加的设备列表中，如果该设备没有设置密码，可自

动完成连接该设备的监控画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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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如果选择的 IPC设置有密码，需要进行登录后才可连接至该设备的监控画面。

4.2.登录

当使用 CMS搜索添加 IPC后，有设置密码时，需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及密码，方可连接出该设备的

监控画面，并进入到远程设置界面对该 IPC进行管理操作。

4.2.1. 正常登录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 CMS左侧的树面板中，选中定位到所添加的设备，单击右键，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修改设备参数”，就会弹出设备信息编辑的界面。

第二步：鼠标单击“用户名”后的文本编辑框，并输入登录该设备的用户名，系统默认为：admin。

第三步：鼠标单击“密码”后的文本编辑框，并输入登录该设备的密码，系统默认密码为空，即不用

输入密码。

第四步：鼠标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正常登录该设备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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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临时登录

若登录该设备的用户名或密码被忘记，则会导致登录失败。此种情况下，需使用临时登录。一般设置

了密码的设备添加后会显示该设备的密码错误码，凭界面上所示的“错误码”，可联系我司客服或关注微

信公众号“尚维 sunywo”，以便及时获得登录系统的临时用户名和密码。获取正确的临时用户名及密码后

的操作如上述中正常登录的操作。

4.2.3. IPC系统远程设置登录

综上所述，IPC连接至监控画面后，方可登录进入到远程设置系统管理界面。

操作步骤：

第一步：选中连接 IPC的通道，单击右键，在弹出的菜单中选择“远程设置”，就会打开进入到WEB

的登录界面，设备默认是没有设置密码的。

第二步：没有设置密码的设备，默认用户名为 admin，无需登录，点击下图中的“Cancel”按钮，就

可进入到系统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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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如果设备设置了默认密码，点击上图中的“OK”，进入到修改密码的界面。点击密码后面的

编辑框，输入要设置的密码，再点击“确认”后的编辑框再次输入密码，两次输入的密码必须一致，然后

点击“修改密码”按钮，修改成功后会刷新切换到登录界面。

第四步：在登录界面中输入正确的密码后点击“登录”，就可进入到系统管理界面。如果把“下次自

动登录”前的框勾选上，那么下次打开系统管理界面时无需再登录，否则每次打开该系统界面都需要输入

正确的密码才可以登录进入。

4.3.系统管理

连接 IPC至监控画面后，右键—远程设置，打开系统的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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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系统配置

在左侧主菜单列表中点击“系统管理”下拉图标，展开子菜单，选择系统管理，则右侧显示的就是对

应该子菜单下的各功能。

功能说明--基本信息：查看设备的各项详细信息，其中设备名称和系统语言可进行修改，云视通状态

视设备的状态而定（离线或在线），其他都是系统默认的不可修改，只有设备在线时外网才能远程访问此

设备。可查看的信息项有：设备名称、产品信息、系统语言、软件版本、产品系列号、通道个数、云视通

号码、云视通状态、算法版本、模型版本、图像库版本等，界面如下图所示。

功能说明--时间配置：设置系统的时间及时区等，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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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时区”下拉列表框 用于设置 IPC设备所在地区的时区 网络校对时间之前，需要正确选

择“时区”，否则时间会有偏差

“网络校时”复选框 勾选该功能后，IPC 设备系统可自动

与网络服务器校对时间并保存

本机需接入互联网后方可与网络

服务器校对时间

“对时服务器”编辑框 可更改且其他服务器进行校时

“对时间隔（小时）”编辑框 用于设置间隔多长时间进行校时

“手动校时”复选框 勾选该功能后，可手动设置任意的时

间

“时间设置”日历按钮 手动校时功能开启后打开日历设置界

面，可设置任意的日期时间

4.3.2. 系统维护

功能说明：用于对 IPC设备进行系统升级、重启或恢复出厂设置操作，界面如下图所示。

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系统升级方式 选择系统的升级方式：网站升级或文件升级 网站升级的服务器：支持联通和

电信；文件升级需选择正确的升

级文件及版本文件

升级进度 设置完升级方式后点击“设备升级”，可看到

下载文件及烧写过程的进度百分比

“设备升级“”按钮 当设置完升级方式后，单击该按钮则可以开

始进行系统升级，待升级完成后会系统会自

动重启，重启完成后即为升级成功。

升级时不可断电断网，否则会导

致本机不能启动

定时重启 用于设置 IPC的定时重启时间，到达设定的

时间后 IPC会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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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启设备”按钮 用于重启 IPC设备

“恢复系统”按钮 用于将 IPC设备系统所有设置过的参数恢复

到出厂时的参数值

“保存”按钮 用于保存设置的定时重启时间

4.3.3. 安全管理

功能说明：用于 IPC连接的安全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不做限制”按钮 允许任何网络进行连接

“禁止连接”按钮 设置 IP段添加后，禁止该网段进行连接

“IP段”复选框 设置 IP段添加后，只允许该网段进行连接

“添加”按钮 设置 IP段后点击“添加”，添加的 IP段会显示在 IP权限列表中

“删除”按钮 点击“删除”按钮，会从 IP权限列表中删除所选择的 IP段

IP权限列表 用于显示所添加的 IP段及当前状态

“刷新”按钮 用于刷新该页面信息

4.3.4. 用户管理

功能说明：用于添加 IPC网络账号、修改、删除 IPC的网络帐号的权限、说明信息及其密码。界面如

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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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账号 用于设置所添加的账号名称

分组 用于对所添加账号进行分组：普通用户、管理员、访客 管理员权限最高，访客权限最低

说明 对添加的账号进行备注说明，如：哥哥等

密码 设置所添加账号的密码

确认密码 再次输入所添加账号的密码 两次密码必须完全一致

刷新 刷新该页面信息

删除 删除用户列表中所选择的用户 系统用户不可删除

确定 点击“确定”按钮，所添加的账户会显示在下方的用户

列表中

所添加的账户选中后可进行修改

用户列表 用于显示所添加的账号，此账号可用于远程连接时的登

录操作

默认只显示系统的管理员账号

4.3.5. 日志管理

功能说明：用于显示 IPC的各项操作信息，如升级、重启、报警、连接等，界面如下图所示。日志信

息可以按照页码/日期进行检索，如果按页码检索，可以上一页/下一页进行翻页查看，或从翻页下拉框中

直接定位到某页，如果按照日期查看，可以按前一天/后一天查看，系统默认是当前日期的日志。

注：不选中“日期”项，即可查询所有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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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音视频管理

4.4.1. 视频配置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 IPC的码流信息，如编码类型、输出分辨率、帧率等，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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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编码类型 用于设备 IPC的编码类型：H.264、H.265 H.265占用空间更少

分辨率 用于设置显示输出的分辨率 分辨率越大越清晰，录像占用的

空间越多

帧率 流畅性越高，网络监控图像越流畅，占用网络资源越

多，支持 30/25/20/15/10/5
码流控制 用于设置码率的控制方式，支持可变码率和固定码率

图像质量 用于设置图像显示的级别：最好、好、良好、较差、

差

默认是良好，级别越好效果越好，

越低就越差

视频质量 用于设置 IPC输出的码流大小 数值越大则说明录像文件越清

晰，但所占用的硬盘空间/网络资

源就越大

智能编码 控制 IPC的智能编码方式：开启、关闭、自动

4.4.2. 音频配置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 IPC输出音频的各项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启动音频流”复选框 勾选上后预览或录像时可听见音频

编码类型 设置音频输出或录像保存的解码类型：

G711U/G711A
一般系统默认就好

位宽 设置音频的位宽

音频输入校正 调节音频输出时的音量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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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图像管理

4.5.1. 图像配置

功能说明--图像调节：用于设置 IPC图像的显示效果，如：对比度、亮度、饱和度等，界面如下如所

示：

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备注

亮度 设置 IPC图像显示亮度：数值越大越亮（0-255） 图像最终的显示效果需

要综合亮度、对比度、饱

和度及锐度的值
对比度 设置 IPC图像显示对比度：

饱和度 设置 IPC图像显示色彩的鲜艳程度：值越大显示越鲜

艳（0-255）
锐度 设置 IPC图像显示的清晰度：锐度越高越清晰

画面镜像 勾选后与原画面左右相反

画面翻转 勾选后与原画面上下相反

旋转 设置 IPC图像旋转的角度：无旋转、90°、180°、270°

图像风格 设置 IPC显示图像效果的风格：标准、通透、柔和

功能说明—曝光设置：用于设置 IPC的曝光策略、曝光模式、曝光时间等，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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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宽动态：用于设置 IPC宽动态效果，此功能请以实物为准，界面如下所示。

功能说明--日夜切换：用于设置 IPC-IR 的切换模式（自动、一直彩色、一直黑白、定时彩色）及切换

时间（早、晚），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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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专家设置：用于设置 IPC 的特殊显示效果，如夜视降帧、3D降噪、去雾、畸形校正、人

脸模式、车牌模式，具体支持哪些功能，请以实物为准，界面如下图所示。

4.5.2. OSD配置

功能说明--基本设置：用于 IPC预览时名称、时间的显示位置、字体大小及时间格式，界面如下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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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启用大字体”复选框 勾选后显示为大字体，默认是标准字体

名称位置 设置 IPC名称的显示位置：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隐藏

时间位置 设置 IPC时间的显示位置：左上、左下、右上、右下、隐藏

时间格式 设置 IPC 时间的显示格式：YYYY-MM-DD、MM-DD-YYYY、

DD-MM-YYYY

功能说明--高级设置：用于设置 IPC名称显示字体的大小及对齐方式等，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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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OSD字号 设置 IPC名称显示字体的大小（1-55）

对齐方式 设置 IPC名称的显示的对齐方式：左对齐、右对齐

4.5.3. 遮挡配置

功能说明：对于所预览画面中某部分不想让其他用户看见，可以画矩形框进行遮挡，如下图所示，勾

选住“开启视频遮挡”复选框，在窗口中框住不想被看见的部分，点击保存即可，一个可以画 8个区域进

行遮挡。

4.6.报警管理

4.6.1. 移动侦测

功能说明--基本设置：用于设置 IPC报警的区域及触发报警的灵敏度。默认是全部区域可触发报警，

最多可画 4个区域，只有所画区域有物体移动时才触发报警；灵敏越高，触发报警越灵敏。界面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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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说明--联动设置：用于设置 IPC报警输出方式及持续时间。输出方式有发送报警到客户端、发邮

件报警（需设置发送人及收件人，详见网络管理--高级设置）、开启报警录像（需设备支持存储功能），界

面如下图所示。

功能说明--布防时段设置：用于设置 IPC报警的时间段，每天最多可设置 4个时间段，默认是全部时

间段，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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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网络管理

4.7.1. 基本配置

功能说明--有限连接：获取设备的网络信息，如 IP、MAC 地址等，DHCP 没有勾选时可手动设置 IP

地址，界面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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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 自 动 获 取 地 址

（DHCP）”复选框

勾选后网络正常情况下会自动获取到 IP地址及其他相关信息

注意：使用 DHCP功能时，不能手动修改 IP等参数

“自适应 IP地址”复选框 当有其他设备连接且与该设备不在同一个网段，可自适应为其他网段

进行连接

“智能上下线”复选框 设备自适应在线还是离线

“IP地址锁定”复选框 勾选后可锁定当前的 IP地址

功能说明--端口配置：设置设备的网络端口配置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4.7.2. 高级配置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设备邮件报警的各项配置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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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发件人 用于设置发件人的邮箱地址

SMTP 服务器 用于设置发件人使用邮件的 SMTP 服务器

用户名 设置发件人邮箱的用户名

密码 设置发件人邮箱的密码

SMTP 端口号 设置发件人使用 SMTP服务器的端口号：25/465/587
加密方式 设置发件人使用的加密方式：None/SSL/TLS
收件人地址 用于设置收件人的邮箱地址，最多添加 4个收件人

“同意隐私协议”复选框 勾选后才可发送邮件

发送测试邮件 各项信息设置好后可发送测试邮件测试是否能正常发送，收到邮件即

为成功，否则失败，需重新检查各项设置

4.8.存储管理

4.8.1. 存储配置

功能说明：如果设备支持 TF卡进行存储，可查看保存录像文件设备的存储情况，界面如下图所示。

4.8.2. 计划配置

功能说明--录像计划：用于设置 IPC的录像时常、录像码流及录像方式，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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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录像文件时长（分） 用于设置录像打包一个文件的时长：10/20/30
录像通道 用于设置保存录像文件的码流：标清码流、高清码流

“全天录像”复选框 勾选后可全天进行录像

“断开录像”复选框 勾选后不进行录像

“分时段录像”复现框 勾选后可设置哪个时间段进行录像

功能说明--邮件抓拍计划：开启邮件报警后，可设置邮件抓拍的抓拍时间点、抓拍数量、抓拍间隔，

一共可设置 5个，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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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云台控制

4.9.1. 云台控制

功能说明：控制云台转动的方向、转动的速度，设置预置点及巡航线等，界面如下图所示，具体支持

的详细功能请以实物为准。

云台方向：如下图一共有 9个方向，一般使用的是上、下、左、右及水平旋转。

变倍、变焦、光圈：可调节图像的图像缩放、焦距及明亮度。

转动速度：根据数值的变化云台转动的速度也会随之变化，数值越大转动越快，越小就越慢。

预置点：转动云台到一个点，设置一个名称，可添加一个预置点，当转动的画面与预置点不同时，点

击预置点可转动回到预置点所设定的画面。

巡航线：根据添加的预置点，可制定按照预置点转动的巡航线。

4.10. 智能分析

4.10.1.人脸检测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人脸检测抓拍的各项配置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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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功能介绍：

功能名称 功能描述

“开启人脸检测”复选框 勾选后方可开启人脸检测功能

“显示人脸框”复选框 勾选后预览时检测到人脸会显示人脸框

“抓取人脸上次 FTP”复选

框

勾选后设置好 FTP的服务器地址、端口号、用户名、密码后，抓拍的图

片可保存至 FTP服务器上

“抓取人脸上次 HTTP”复

选框

勾选后设置好HTTP的服务器地址及端口号，抓拍的图片可保存至HTTP
服务器上

“保存原帧图”复选框 勾选后，FTP或 HTTP 服务器上会同时保存人脸图也原帧图，否则只保

存人脸图

原帧图图片质量 调节保存原帧图的图片质量，百分比越大，保存图片质量越好

最小人脸像素 调节检测最小人脸像素的距离，值越大，检测识别距离越近

灵敏度 调节人脸检测的灵敏度，灵敏度越大，对人脸质量要求越低

抓拍比例 调节抓拍人脸的比例，百分比越大，抓拍的范围越大

抓拍模式 设置抓拍的模式：离开后抓拍、跟踪过程抓拍、混合抓拍

抓拍数量 抓拍后保存图片的数量：1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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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远程连接

5.1.通过 CMS实现远程连接

通过 CMS连接，上述“添加设备”中有详细介绍，参照 4.1节“添加设备”。

5.2.通过 NVSIP（Android & iOS）实现远程连接

第一步：打开手机 APP-NVSIP，进入到 APP 的登录界面，没有账号请先进行注册，如有注册过账号，

直接登录即可，如下图所示。

第二步：输入用户名及密码登录到 NVSIP管理界面，点击顶部右上角的“+”号，进入到添加设备界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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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在添加设备界面点击“确定”，进入到添加 IPC的设置界面，输入 IPC 的用户名、密码及通

道数，点击“立即添加”，可切换到首页，在首页中就能看到所添加的设备，选择所添加的设备就能连接

到该设备的监控预览画面，在该页面中可对该 IPC进行设置管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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