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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本网络摄像机是一个集成的无线网络摄像机方案。它结合了高品质的数字视频摄像机与

网络连接的一个强大网络服务器，从而使您无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本地网络或者因特网

来访问视频。 
此摄像机的基本功能是通过 IP 网络来远程传输视频。视频图像以 MJPEG 视频压缩技

术以 30 帧/秒的速度在局域网/广域网上传播。 
这是基于 TCP/IP 标准。内置的网页服务器可以通过 IE 网络方便的进行远程控制和固件

的升级。 
此 IP 摄像机可以监测一些特殊的地方，如家庭,办公室,小型卖场等场所。轻点鼠标就可

以方便地实现互联网远程控制和浏览。 
注意：你可以一步一步地使用网络摄像机（详细资料：3.1） 
 

 1.1 特性 
 

> 高速视频协议处理器 
> 高灵敏度的 1/4”CMOS 图像传感器 
> 30 万像素  
> 帧率:30fps(QVGA), 15fps(VGA) 
> 分辨率:640 x 480(VGA), 320 x 240(QVGA) 
> 光频支持:50Hz, 60Hz, 室外 
> MJPEG 视频压缩 
> 多层次的用户管理和密码设定 
> 内置 Web Server 方便用户使用标准的 IE 浏览器浏览 
> 支持 WIFI 802.11.b/g 无线协议 
> 支持 PPPOE,动态 IP(DDNS)和 UPnP 的网络和因特网(ADSL,Cable 
Modern)  
> 支持移动检测报警输入功能 
> 支持图像快照和录像 
> 支持多种网络协议:HTTP/TCP/IP/UDP/STMP/DDNS/SNTP/DHCP/FTP 
> 支持远程系统更新 
 

高级功能 
 
多协议支持和运输 
IP 摄像头支持多协议，如 TCP / IP 协议，SMTP 和 HTTP 协议。当触动 IP camera 时会发

送图片到您的邮箱。 
 
视频图像云台功能 
用户可以控制摄像头的视频图像的方向。 
运动检测 
你可以使用内部移动检测功能到外部传感器上触发图像记录和传输。报警传感器输入/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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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发生火灾或意外时，监测传感器发送一个报警信号并记录。通过传感器发送电子邮件给你。

输入/输出的组件可以选择） 
 
DDNS 支持 
如果 ADSL 和 IP 经常改变的用户，使用 DDNS 则更加方便，因为网络摄相机提供了动态

DNS 功能。 
 
高级用户管理 
只允许授权用户访问实时影像网络摄像机。 

 

1.2 包装 
 
打开包装,检查核对下列清单: 
 无线摄像机         x1 
 天线           x1 
 电源          x1  
 CD 光盘       x1  
 网线          x1 
 安装支架及配件      x1   

（注意:如果发现有任何部件损坏或者是部件不全时,请立即联系我们.） 

 

1.3 产品外观 
  
 1.3.1 前视图 

 
                         Figure 1.1 
 

1 光敏电阻 
2   红外灯 



                                                 使用说明书 

- 3 - 

3   镜头 CMOS 传感器带有固定对焦镜头。  
4   网络指示灯，如果有网络，网络指示灯闪烁 
5   麦克风 

 
1.3.2 后视图 
 
 

 

 

                  Figure 1.2 
I/O PINS : 1.报警输出接口（+5V） 2. 报警输出  3.报警输入  4.报警输入（GND） 

 
      Figure 1.2-1 
 

I/O PINS : 1. 报警输入（GND）2. 报警输入  3. 报警输出 A  4. 报警输出 B 
                  

 
Figure 1.2-2 

I/O PINS : 1. 报警输出 A   2. 报警输出 B   3.报警输入  4.报警输入（G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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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1.2-3 

 
RESET 按钮: 在接电源的情况下按住 15 秒不放可以直接恢复原厂设置 

 

1.4  电脑系统要求 
系统配置要求（例如同时监看 4 台网络摄像机） 
CPU:2.06GHZ 及以上，内存 256M 及以上 
网卡:10M 及以上, 显卡 64M 及以上 
操作系统: Window2000/Window XP /Vista 

 

1.5  硬件安装 
按照以下步骤安装硬件,并确保你的安装正确. 
1) 给摄像机插上网线,另一头接到路由器上 
2) 接上电源. 

 
 
 

1.6 软件安装 
软件安装是该产品使用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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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 CD 找到软件 
2 双击 IPCamsetup.exe 进行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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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重启后,完成安装,此图标 将会自动出现在电脑桌面上 

备注:安装和使用前,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确保完全理解 
请使用原配电源,否则会损坏您的摄像机.如果用不匹配的电源，将损坏你的网络摄像机 
不要触摸摄像机的镜头. 最佳焦距距离已在出厂前调试好。如果你转动镜头，它可能会

导致错误的焦点和模糊的图像。 
不要用手来旋转摄像机的云台.否则会损坏云台. 
确保摄像机安装在室内. 
对于固件升级或外部连接，光盘上有详细的安装说明。 

 

2 软件操作 

2.1 网络摄像机工具 
当安装好之后双击此图标 

  会出现如下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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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  

注意:此软件会通过局域网自动搜索摄像机 IP 地址. 
 
有 3 种情况： 
1 在局域网内找不到 IP。约 1 分钟后搜索，结果将显示“没有找到 IP 服务器”，并且该

程序将自动关闭。 
2 网络摄像机已经安装在局域网。所有的 IP 摄像机将列出，总数在信息栏中显示的结果，

如图 2.1 所示 
3 网络摄像机安装在局域网内不与监控的电脑共享相同的子网。立即在信息栏中出现一

个提示（如下提示：子网掩码不匹配，双击要改变）。 
点击鼠标左键选择提示，点击鼠标右键，为局域网相同的子网，选择网络配置去设置的

摄像机的 IP 地址。 
 
五个选项 
选中 IP 摄像机的地址,然后点击右键,会出现 5 个选项：基本属性，网络配置，升级固件，

刷新摄像机列表，清除 Arp 缓存. 

 

Figure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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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属性 
有一些设备信息的基本属性，如设备 ID ，系统固件版本，应用固件版本 

 
Figure 2.3 

 网络配置  
在这个页面你可以设置一下网络数据 

.   

Figure 2.4 
IP 地址: 填写 IP 地址，并确保它与网关是在同一个子网上（例如：前三个部分是

相同的） 
子网掩码: 该设备的默认子网掩码为：255.255.255.0 
网关: 确保和电脑的 IP 地址有相同的子网。默认网关地址是 192.168.1.1 
DNS 服务器: 从网络提供商找到 IP 地址 
网络端口:可以设置端口映射，默认是 80 
用户名&密码 : 初始用户名及密码:admin,无密码 
使用 DHCP，系统将会为您的设备分配一个合理的 IP 地址。但只有当你的网关支持

DHCP（这是大多数网关的情况下）。 
注意：当提示“子网不匹配，双击改变！”请再一次设置网络摄像机的 IP 地址。 

 
 升级固件 
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升级系统固件和应用固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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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5 
 刷新摄像机列表 
手动刷新摄像机列表 
 清除 Arp 缓存 
当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的设备是固定的 IP 地址。当您遇到可以搜索到摄像机的 IP,
但是摄像机页面却不能够正常显示时,请使用 ARP 协议的缓冲区. 

2.2 摄像机登陆 
您可以通过 IP 摄像机工具或者 IE 浏览器直接登陆. 
1) 双击 IP 摄像机列表中的 IP 地址. 
2) 打开您的网页,复制摄像机的 IP 地址进去.  

例如: http://192.168.1.123 

 
3) 弹出摄像机的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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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将显示以下界面： 

 
Figure 2.6 

 
（1）Active X 模式（对于 IE 浏览器）：在 IE6.0 或以上版本浏览器 
（2）“Server Push”模式：（适用在 Safari、FireFox、Google 浏览器） 
（3）“登陆手机页面”：可用在移动电话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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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ctive X 模式（对于 IE 浏览器） 

   2.3.1 参观者 支持 9 路，如下图所示 

 
Figure 2.7 

例如: 当 绿灯亮时,表示摄像机连接正常. 

如果你想要 4 路观察,请点击此图标  
 

如果你想要 9 路观察,请点击此图标  

  
OSD 屏幕显示: 
显示视频上的日期与时间,你可以不使用 OSD 功能或者设置其它颜色.(OSD:屏幕显示) 
图像翻转: 图像正反设置 
图像镜像:镜像. 
录像中增加时间戳 :图像上显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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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放:点击此图标 进入播放模式,点击此图标  将停止.  

快照:点击此图标 来进行图片快照 

音频: 点击此图标 摄像机的内置麦开启,本地语音输入 

对话:点击此图标, 摄像机的语音设备开启，远程语音输出 

录像:点击此图标 进入录音模式， 再点一次则停止. 
 

2.3.2 操作者 
 当作为管理者登陆时，你能进入网络摄像机。 
  

 
Figure 2.8 

云台自动上下移动 

云台自动水平移动 

云台停止移动 

IO 报警输入输出开/关 

帧率：设置视频帧率 
分辨率: 160*120/VGA (640*480) / QVGA (320*240) 
运行模式:50Hz/60Hz/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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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设置:点击 或 可以调整亮度和对比度 
云台功能: PT 功能，您可以自由控制摄像机不同方向上的视频图像。在图像上双击鼠标

右键，使云台转动，你可以看到视频图像中的白色箭头，点击鼠标左键来控制方向。如果要

取消，再次双击鼠标右键。 
 

2.3.3 管理者 
当你以管理员身份登录时，“管理员”是启用的。 
     
2.3.3.1 多路设置 
 

 
 在局域网内使用多台摄像机 
在多设备设置页面中，您可以在局域网内搜索到所有的设备。第一个设备是默认设备。您

可以添加更多的网络摄像机列表。本网页软件最多支持 9 个网络摄像机同时在线。

 
Figure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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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0 

● 同一个 IP 地址使用多个摄像机 
在多设备设置页面。您可以使用多路摄像机用一个单一的 IP 地址摄像机配置为每个不同的

端口地址的多个摄像机。默认情况下，该设备使用的相机访问的网页和视频流媒体端口 80。 
 
增加第二个摄像机： 
如果您决定添加第二个 IP 摄像机，您将需要更改第二个摄像机的端口号。 
摄像机＃2：局域网 IP 地址是 192.168.1.124，端口 81 
将转至：http://192.168.1.124:81 
请注意，摄像机＃2 有一个不同的 IP 地址和一个不同的端口号。局域网 IP 地址分配给路由

器，但端口号是不是一个，你需要设置的端口号（详细资料：2.3.3.2）。在路由器上一旦你

改变了摄像机的端口号，您可以从互联网的 http://192.168.1.124:81 进入第二个摄像机 
添加更多摄像机： 
如果您要添加更多摄影机，您将需要更改其它摄像机的端口号，例如 82,83,85。 从因特网

访问这些摄像机，你可以用：http://192.168.1.12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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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系统固件和应用固件： 
 
在此页面设备系统固件版本和设备应用固件版本。 

 
Figure 2.11  

● 恢复出厂设置 
该设备恢复出厂设置。 

 

● 重新启动设备 
重新启动设备。 

 
2.3.3.2 网络设置 

  

 基本网络设置 
如果 IP 摄像机的路由器有 DHCP 功能, 您可以选择“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大多

数情况下您需要手动添加这些参数网络参数。 
 
HTTP 端口：在大多数情况下，你可以不用这个值，如果.您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阻止此端

口，您可以切换到另一个，例如 85 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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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12 
 

 无线局域网设置 
可以设置无线功能,输入您无线路由的 SSID,有加密的话,选择加密方式和输入密码(如果无

线无法连接,请尝试选择加密方式为’无’,路由无线也设置加密为无.) 

 
   Figur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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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SL 设置  
   当通过 ADSL 连接到互联网，你可以输入从 ISP 获得的 ADSL 的用户名和密码。 

 
Figure 2.14 

 UPnp 设置 
如果你进入了网络摄像机，将确保 UPnP 的状态是成功的。 
UPnP 协议的设置，如图如下： 

 

Figure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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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态域名服务设置 
 
厂家的域名：厂家提供的动态域名,已内嵌到设备端,出厂时默认使用该域名.当用户选择第三

方动态域名使用时，厂家动态域名不启用.当选择的第三方动态域名为空时,自动启用厂家动

态域名. 
 
正确使用厂家域名格式: 
如 http:// lyey.aipcam.com : [端口号] 
端口号为 80 时可以忽略不写 
 
动态域名服务: 系统支持 DDNS ：www.dyndns.org. 
用户和密码: 当申请好域名时，输入你的动态域名的用户名和密码(details:4.1.6) 
DDNS 域名: 输入你申请的动态域名 
动态域名或代理端口：如果你是通过代理服务器进入 DDNS 域名，你将输入代理服务器的

IP 
动态域名或代理端口：代理端口 

 
Figure 2.16 
 

2.3.3.3 其它服务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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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定电子信箱接收和发送电子邮件。该电子邮箱用于接收报警后发出的图像和拨号成功之

后发送系统 ip 地址。 
 
● 邮箱设置   

 
                                Figure 2.17 
 
● 设置 FTP 服务 

 
Figure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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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服务设置 

进入报警服务设置页面，设定移动监测功能。 
 

移动监测报警 
当您启用移动监测报警，摄像机被触动时发送电子邮件，你将听到警报的声音。 
 
移动监测灵敏度 
你可以选择等级 1-10，其中 1 为相对最敏感，10 为相对最不敏感 
 

 I/O PINS: 1. 输出（+5V） 2. 输出   3.报警输入   4. 输入(GND) 
报警输入 
输入引脚：外部电感控制输入，例如，你可以用 PIP 来调节移动监测。当外部传感器被触

发，网络摄像机可以通过编程，发送图片到电子邮件或控制内部继电器输出。 
当 Pin3 and Pin4 链接外部报警，报警输入链接后，输出同时工作。 
 
IO 连接报警 
启用 IO 连接报警，当报警启动，引脚 1 将输出+5V，输出低电平时自动断开。 

开启/关闭 按钮手动控制引脚 1 的输出。 

 
发送邮件报警 
报警之后，发送图片和邮件通知客户。 （首先你要完成邮件服务设置。） 
 
报警上传图像 
启用报警上传图像并设置上传的间隔时间（秒）。 
 
自动录制并保存到电脑上 
当您启用移动监控时，打开电脑上的摄像机监控页面。如果有触动报警，将开始自动的录

制并保存到电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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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2.19 

 
●路径设置 

设置的保存视频的路径，录像开始时，点击 视频文件将被保存在指定的目录路

径中。如下图： 
 

 
          Figure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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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系统 

  

 
●设备信息 
 
你可以找到相关设备 ID 的信息，设备系统固件版本和设备应用固件版本。 
 

 

        Figure 2.21 
 

●设置别名 

您可以输入您想要的新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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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gure 2.22 
 

●日期和时间设置 
数据和时间设置页面。      
       

 
Figure 2.23 

●用户设置 
这个系统可以支持 8 个用户。有八个用户客户可以设定他们的用户名和密码，可以作为管

理者，操作者和访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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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访问者：在这种模式下，您只能查看。 
(2)操作者：您可以控制网络摄像机的方向，并设置一些参数。 
(3)管理员：您可以设置的 IP 摄像头的后期的配置。 

          

 
            Figure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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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设置 
   

 
Figure 2.25 
 

（1）启动时自动对中：当开启网络摄像机时自动对焦。 
（2）云台速度：设置云台旋转速度 
（3）向上巡航速度：设置云台向上巡航速度。 
（4）向下巡航速度：设置云台向下巡航速度。 
（5）向左巡航速度：设置云台向左巡航速度。 
（6）向右巡航速度：设置云台向右巡航速度。 
 

●解码器设置 

 
Figure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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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灯模式设置, 
有如下三个选项 
(1) 联接网络时闪烁,没有连接到网络时熄灭 
(2) 联接网络时闪烁,没有连接到网络时用更慢的频率闪烁 
(3) 一直熄灭 
 
●备份和恢复参数  

 
                                Figure 2.27 
   （1）备份：备份网络摄像机的所有的参数。 
   （2）恢复参数：恢复网络摄像机所有的参数。 
    

● 日志 

    
Figure 2.28 

   记录用户信息，包括日期，星期，用户名称，访客的 IP 地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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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Server Push 模式 

    
Figure 2.29 

主要信息如下： 
1.单屏 
2.在 Firefox，google，safari 的等浏览 
3.Sever Push：使用 HTTP 发送视频看参数 
4.网络摄像机的操作或参数类似于 ActiveX 模式，请阅读 ActiveX 模式的那一部分 
 

2.5   登陆手机界面 

           
Figure 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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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信息如下： 
（1）在移动电话的日志中，可以控制快照，视频操作和 I / O 报警。 
（2）简单的屏幕，操作方便，视频可以通过移动电话的网络观看。 
（3）其他的操作类似 ActiveX 模式，细节部分请阅读的 ActiveX 模式的那一部分。 
 

3. 如何用网络摄像机 
 3.1 使用步骤 

摄像机正确安装后，按照下面的说明书开始。 
1）用局域网连接到网络摄像机。 

2）进入网络摄像机工具 ，设置基本的参数。(详细资料:2.1) 

3）当网络摄像机工具列出网络摄像机的 ip 地址，这意味着基本设置已经完成。 
4）当第一次设置的时候，要设置安全正确的 IE 到电脑上。（详细资料：4.1.3） 
5）摄像机登录（详细资料：2.2） 
6）现在你可以作为访问者操作者和管理者在局域网里使用摄像机。 

 
3.2 设置无线网络摄像机 
  1) 网络摄像机的无线功能，需要一个无线路由器。 

2) 进入无线路由器设置页面（你可以看到无线路由器的用户手册） 
   去找出 SSID ，安全模式，认证类型，密码。 

3）进入无线局域网设置，输入内容到无线路由器，然后点击提交重启设备。 

       
Figure3.1 

 
4）等待至少 30 秒，拔掉网线，然后拔掉电源。 
5）插上电源并确保以太网是没有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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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秒后，如果 LED 闪烁，则说明它是在无线模式下工作。 
7）摄像机登陆。（详细资料：2.2） 

3.3 通过 ADSL 直接连接到网络上 

 
Figure 3.2 

 
1）用网线连接到网络摄像头到电脑上 
2）进入网络摄像机工具设置的基本配置（详细资料：2.1） 
3）作为管理者登录摄像机主页，进入 ADSL 摄相机设置页，输入 ADSL 用户名和密码。 
4）在同一时间启用 DDNS 服务，点击提交并重新启动设备（详细资料：2.3.3.2） 
5）连接网络摄像机直接到 ADSL，你可以根据域名从因特网域进入到摄像机。 
注意：请选择“通过邮件报告 ADSL 的 IP”的选项，然后它将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用户 ADSL
的 IP。 

3.4 使用路由器上网 
通过共享的 ADSL 使用路由器接入互联网，如果设置一个路由器拨号上网，它是不需要设

置网络摄像机 ADSL 拨号的帐号和密码。 

 
1）用局域网连接到网络摄像机。 
2）进入网络摄像机工具，设置基本的参数。(详细资料:2.1) 
3）登陆摄像机主页管理。 
4） 进入 DDNS 设置页，启动 DDNS 服务。点击提交，机器将重新启动（详细资料：2.3.3.2） 
5）你可以通过域名从互联网进入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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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静态 IP 用户 
静态 IP 用户不需要 DDNS 远程进入。当在局域网中完成网络摄像机的设置，您可以直接

从外网 IP 访问到摄像机。您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获得外网 IP 地址。 

 
 

点击 添加到你的谷歌首页 
IP 地址（互联网协议地址）。这个数字是在信息技

术设备（打印机，路由器，调制解调器等）使用的

标识，通过他去连接电脑彼此两端。这是一个标准。 

Figure 3.4 
 

 
如何直接利用外网 IP 地址访问摄像机  
拿 LINKSYS 的 WRT54G 路由器作为例子。 
1）获取的路由器的 IP 地址（局域网网关地址），从网络管理者登陆路由器的用户名和密

码。 
 
2）进入局域网的路由器 IP 地址;打开“状态”页，找到路由器的外网地址。在这个例子

中，该地址是 116.25.5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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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联网访问网络摄像机 
 
用户可以从互联网上访问网络摄像机，在 IE 地址栏输入网址：Http://116.25.51.115 进入

网络摄像机。 
 

3.6 如何使用 DDNS 动态域名 

动态域名可以直接绑定您的 ADSL 动态 IP 地址,所以当您的动态外网 IP 改变时还可以用

同一个域名去访问您的外网地址, 
 
DDNS（动态域名服务器）可以以一个固定的域名映射网络摄像机的动态 IP 地址。因此，

虽然 IP 地址是否改变，我们可以通过固定的域名访问网络摄像机。当你用 DDNS 域名去

找网络， IP 地址是没有必要的。 
1）现在有免费提供注册动态域名服务商，可以申请一个免费域名。比如   

http://www.dyndns.com/ (details:4.1.6) 
2）登录摄像机,进入动态域名设置页面, “DDNS 服务设置”,输入用户名，密码和域名(detail: 

2.3.3.2) 。然后单击设置,重新启动设备。 
3）重新登入摄像机的主页，并进入“动态域名服务设置”页面检查动态域名服务的现状是

否成功。  
4）进入“UPnP 设置”页，UPnP 应该成功，如果不成功，你可以进入“基本网络设置”

页面，改变 HTTP 端口（详细资料：2.3.3.2）然后点击提交，重启机器。 
5）重新登录摄像机主页，检查并确保 DDNS 和 UPnP 成功。 
6）您只需要在 IE 地址栏的输入域名（域名端口号 http://IPCAM.vicp.net:81/），浏览器

将访问网络摄像机。 
等待几分钟，网络摄像机将自上网动拨号立 DDNS 服务器建立成功。用户可以通过使用动

态域名从一个广域网访问摄像机。 
如果设置网关和 DDNS 完成， 在 IE 地址栏输入 DDNS 域名（例如 http://IPCAM.vicp.net/，
不要添加 www.）如果多个网络摄像机连接到同一个路由器，在 IE 的地址栏输入 DDNS 动

态域名+端口号（例如 http://IPCAM.vicp.net:85/）可以访问不同的网络摄像机。 
 

4 附录 

4.1 常见问题解答 
注意:无论您遇到任何问题,首先请检查您的网络连接,检查所显示的网络服务器，网路

的工作状况指标。如果不正常，请检查网络连接。 
 
 
4.1.1.忘记了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怎么办? 
 
在保持通电的情况下按住摄像机底部的’RESET”按钮 10-15 秒钟.摄像机会恢复工厂默认系

统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系统用户名: admin 
默认系统密码: 无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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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IP 地址冲突怎么办? 
 
检查 IP 摄像机服务器的 IP 地址是否在你的工作地点共享相同的子网： 
单击我的电脑> “控制面板” >网络与拨号连接“网络”属性“ Internet 协议（ TCP / IP 协议），

并检查 IP 地址和子网关。当 IP 摄像机的 IP 地址是手动设置时，确保他们在同一个子网。

无法通过网络浏览器访问网络摄像机. 
 
4.1.3 网络设置 
 
一定要确保您的 HTTP 服务器软件配置和正常运行,如果您正在运行的任何防火墙软件 
,一定要确定它是否允许连接到端口 80.此外，如果您使用的是电线/DSL 路由器,请确定您已

经建立了适当的端口转（为获取更多信息请查看您的路由器的文档。如果没有这些类似的问

题，它为更多的信息记录）。如果这些类似的问题，因为网络蠕虫有可能，您的 ISP 阻止连

接到端口 80 多的 IPSS，，例如红色代码，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下，您必须在备用端口安装您

的 HTTP 服务器，如（8080）。 
 
4.1.4 图像无法显示,无法安装插件. 
 
在 IE 浏览器访问时，初次进入，需要安装 ActiveX 控件。具体步骤如下: 
设置 IE 的安全性： 
打开 IE 浏览器 > IE 的【工具】菜单 > 选择【Internet 选项】；> 【安全】选项卡；> 在
【Internet】的安全级别设置中，选择【自定义级别】；通过电脑储存，读取插件程序。例如： 

 
            Figure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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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网络宽带问题 
 
图像帧速率受到以下因素影响: 
1.网络带宽;  
2.电脑性能, 网络环境和显示偏好设定（亮度，主题等） 
3.参观人数（有太多的游客在线访问摄像机将放慢图像的帧速率） 
4.交换机或集线器的选择(为多个 IP 摄像机地址服务器使用同一个交换机,而不是使用集线

器) 
 
4.1.6  范例：申请动态域名 DDNS 
第一步：进入 http://www.dyndns.com/ 并注册账户。 

 
                         Figure 4.2 
第二步：填写你的信息 

 

第三步：一分钟后，你将收到 DynDNS 的一封邮件，它讲发给你一个确认地址。 
       (例如：https://www.dyndns.com/account/confirm/vXMVT78-KvenhydmKMWH5kg) 
第四步：当账户确认，登录，并开始用你的账户。选择添加主机服务(图 4.4)，进入添加新

的主机名页面（图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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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5：增加新的主机名页面 
1）输入你的主机名。 
2）选择 IP 地址的主机 
点击使用自动检测到 IP 地址 xxx.xx.xx.xxx 然后点击创建主机。 

 

 
步骤 6：增加新的主机名页面 
现在你获得一个动态域名（图 4.6），并可以在 DDNS 服务设置使用它（详细资料：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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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7 为什么弹出提示“无法连接到该设备...”？ 
 
此提示仅出现在多个摄像机使用。 
输入多设备设置页面（管理员登录），检查设备。 

当您设置多个摄像机， 改为黄色的颜色。 

 

4.2 默认参数 
 

默认网络参数 
IP 地址:动态获取 
DHCP: 不可用 
DDNS：**.aipcam.com 
 
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系统用户名: admin 
默认系统密码 :无密码  
 

4.3 技术参数 
项目  参数 
视频压缩格式 MJPEG  
分辨率  640*480(VGA), 320*240(QVGA) 
视频参数 亮度，对比 

帧率 30 帧/秒(QVGA), 15 帧/秒(VGA) 
接口 10M/100M 以太网接口 

无线  支持 IEEE802.11b/g 
电源 直流 5V/2A 

最大功率 < 6W 
工作温度 0℃～+55  /+14℃ ℉～ +122℉ 
储存温度 -20℃～+70 / ℃ -44℉～+158℉ 

工作湿度 10～85% 
系统要求  Microsoft Windows 98/ME/2000/XP/Vista/7 
IE 版本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5.0 or above 

 

5 获取技术支持 
当您在使用我们产品时，遇到任何技术疑问，请及时联系我司客服或技术支持部门，同时可

以访问我们网站，了解相关产品 FAQ 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