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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档是登虹视频云综合服务平台针对用户所编写的快速使用

说明，确保用户通过本手册能够正确使用产品，在使用此产品之前，

请认真阅读产品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截取的界面图仅当说明示例，各版本界面存在差异，请以实际界

面为准。 

 本公司保留在没有任何通知或者提示的情况下对本手册的内容进

行修改的权利，但并不确保手册内容完全没有错误。 

 由于物理环境等不确定因素，部分数据的实际值可能与手册中提

供的参考值存在偏差，如有任何疑问或争议，请以本公司最终解

释为准。 

 您使用产品过程中，请遵守本手册操作说明。对于未按说明而引

起的问题，我司恕不负责，感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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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产品简介 

1.1 功能概述 

登虹视频云综合服务平台是登虹针对行业用户推出的视频管理

软件，对通过登虹协议接入的设备及 GB/T28181 协议接入的华为、

海康、大华设备和平台进行统一集中管理，提供分权分域、视频预览、

录像回放和下载、事件告警、视频轮巡、客流统计、人脸识别等功能，

广泛应用于运营商、宝宝在线、智慧园区、连锁云店、雪亮工程、透

明厨房等行业。 

1.2 运行环境 

运行软件的电脑（下文简称 PC）应满足性能要求。具体要求与

软件使用方式有关，比如，在高分辨率下预览多路视频需要更高的硬

件配置。 

资源 要求 

操作系统  Windows 7/Windows 10 

 Windows sever 2008 

CPU  Intel Core i5 或以上 

内存  4GB 及以上 

显卡  独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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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装和启动 

(1) 双击.exe 安装文件，按向导完成安装； 

(2) 安装完成后，双击软件程序图标，进入登录界面； 

(3) 成功登录后，显示主页面，包括功能按钮和系统菜单。 

2. 用户注册 

打开客户端登录界面，点击“注册账号”按钮，根据提示完成表单项后

点击“完成注册”按钮，成功注册。 

3. 用户登录 

打开客户端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按钮，

成功登录。 

4. 设备管理 

4.1 支持设备类型 

登虹设备：登虹自营的编码设备 

第三方编码设备：非本公司的编码设备，包括 IPC 和 NV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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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登虹设备 

4.2.1 添加设备 

 无线添加 

根据设备添加引导，输入 wifi 名称和密码，生成二维码，设备扫描生

成的二维码进行添加。 

 有线添加 

输入设备 mac 地址，通过网线直连添加，只适用于带网口的设备。 

 局域网扫描添加 

自动扫描在同局域网内的登虹设备，点击“添加”。 

4.2.2 配置设备 

对选中的设备进行设置操作。 

4.2.3 分组管理 

系统自带默认分组。用户可创建自定义分组，将设备分配到不同的分

组中进行管理。 

4.3 第三方编码设备 

 GB28181 设备接入监控客户端 

配置国标设备需要首先按照设备的指导书激活设备，然后进入设备

web界面中的“平台配置界面”（如：“配置→网络→高级配置→平台

接入”），进行平台接入参数的设置，设置完成后，勾选“启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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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保存”完成设置。即可实现GB28181 接入。 

以下参数需向登虹VMS获取： 

（1）SIP服务器编码：34020000002000000001 

（2）SIP服务器域：3402000000 

（3）SIP服务器地址：192.168.1.11 

（4）SIP服务器端口：5060 

（5）设备编号（SIP 用户名）：34020000001320000001 

（6）接入密码：12345678 

每个厂家的摄像头配置界面不尽相同，可根据情况酌情配置。 

 

海康配置界面                  大华配置界面 

 GB28181 平台级联到监控客户端 

我们作为上级域，海康、大华等第三方国标平台的联网网关按照

GB28181 级联上来即可，配置方法与设备接入类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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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配置界面 

 

 接入时，设备端码率一般设置 1M，帧率 25帧，可根据现场网络情

况做相应调整。 

5. 直播 

5.1 实时预览 

完成设备添加和分组管理操作后，在主预览界面，左侧显示分组列表，

单击监控点，实现监控点的实时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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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画面分割 

进入预览界面，点击界面右下角 ，选择画面分割方式，分割数量

为 1、4、9、16、25。 

5.4 视频轮巡 

在某一窗格中按序播放若干台指定摄像机的实况。摄像机按设定的

顺序和时间间隔自动切换。 

1.创建轮巡 

在[视频预览]页面中点击[视频轮巡]标签，点击<添加轮巡>按钮； 

在添加窗口中完成配置。 

2.播放轮巡 

在[视频轮巡]标签下，右击“组内轮巡”开始播放。 

6. 特别关注 

将感兴趣的设备加入到特别关注菜单下，方便快捷查看。 

7. 播放历史 

记录历史访问过的设备。 

8. 录像回放 

录像回放可以搜索历史录像文件，并对录像文件进行点播或下载的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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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8.1 录像回放 

点击“回放”按钮，选择录像回放时间，点击日期即可进行录像回放； 

8.3 录像下载 

将录像从远端的设备上下载到云相册或者本地，在回放界面中，点击

按钮，在弹出界面选择“起始时间”和“视频时长”，点击“保存至云相

册”或“保存至本地”。 

 

 保存至云相册需提前开通云存储套餐 

9. 消息 

9.1 告警消息 

可在此查看设备产生的历史报警消息图片及录像； 

9.2 设备上下线消息 

可在此查看设备的上下线消息。 

9.3 系统消息 

可在此查看系统消息及通知，及时了解客户端的最新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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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人脸识别 

能够在图像中快速检测人脸、分析人脸关键点信息、获取人脸属性、

实现人脸的精确比对、检索和预警。 

11. 客流统计 

报表展示进出客流数、实时滞留人数统计、分时段统计、人数超阈值

报警，支持以柱状图、折线图或饼图呈现统计结果；支持灵活周期报

表统计输出功能，如周、月、季、年等。 

12. 热力图 

通过后端视频分析实现对区域内的人员热力分析，给出人流热力图。 

13. 用户管理 

通过用户管理模块，可为软件添加多个用户并分配用户权限，添

加、编辑或删除用户。 

14. 组织管理 

通过组织管理模块，可对组织进行增、删、改、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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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局域网 

未登录状态下，可查看与本机在同一局域网内的设备，也可进行设备

添加操作。 

16.客户端配置 

主界面中选择“系统设置”按钮，配置相应的参数。说明如下： 

功能 描述 

设置 设置图片和录像的存储路径 

意见反馈 反馈在使用软件过程中的意见和建议 

修改密码 修改用户登录密码 

检测更新 检查软件更新 

关于 软件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