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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2 运行环境要求 

 硬件环境(服务器参考配置)： 

CPU：1*Xeon E5 2620-2.4G (四核 12M/5.89GT/s) 

内存：2*2GB DDR3 ECC/2*146G (SAS/15Krpm/3.5 英寸) 

网卡：2*1000M NIC 

 软件环境： 

服务端环境 

Windows Server 2008 R2 64 位系统 

CentOS 6.3 32 位系统 

CentOS 6.3 64 位系统 

Oracle 11g 数据库 

客户端环境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Edition 32 位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3 R2 Edition 32 位系统 

Windows Server 2008 R2 64 位系统 

Oracle 11g 客户端 

IE6.0 或 IE8.0(推荐使用 IE8.0) 

 网络环境： 

具有足够的带宽，支持各种多媒体业务和确保实时处理；  

可靠的网络结构，支持系统不间断运行；  

网络具有开放性，采用标准的接口方式；  

网络具有较好的可扩性，方便将来各系统扩展；  

具有很强的网络管理能力，便于网络维护、运行管理和网络安全。  

 

 

3 安装 ocx 

打开 IE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web 服务器 IP 地址:8080/pvs，最好先将该网址加入信任站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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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需要开启信任站点对 ocx 的支持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3 

 

将 ActiveX 控件和插件下所有功能全部启用。  

 

第一次登录时会提示未安装 webocx 或 webocx 版本过低，点击确定。会提示下载 ocx，将 ocx

下载到任意位置，双击运行 ocx_setup.exe，注意安装 ocx 时先关闭所有已打开的 IE 页面，不然会导

致 ocx 安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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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若检测到已安装 vc++ 2008 运行库，则直接点击取消即可。若没有安装运行库，则先安装

运行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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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登录 

打开 IE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 http://web 服务器 IP 地址:8080/pvs，输入用户名密码，默认级管

理员为 admin，初始密码 123456。 

 

5 基本操作 

5.1 修改当前用户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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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首页面后在页面的右上方有如上所示，点击后修改当前用户密码。  

 

点击保存后提示修改密码成功，在下次登陆时即可使用新密码登录。  

 

5.2 刷新页面 

 

点击刷新，即可刷新当前页面。  

5.3 注销 

 

点击退出后会使当前用户退出并回到登录界面。  

5.4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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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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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视频巡逻 

6.1.1 B/S 浏览器操作说明  

6.1.1.1 界面说明 

 

界面中间为视频监控区域，右侧是视频菜单。  

界面左侧为设备列表，设备列表根据配置管理中设置的行政树进行划分。  

 

6.1.1.2 画面分屏 

视屏的画面可以分屏显示，点击界面右侧上方的图片按钮可以将视频区域划分为 1、4、6、9、

16 块独立显示区域。 

右键侧单可以选择全屏显示和单屏显示，直接在想看的视频图像上双击也可将其变为单屏。 

 

分屏显示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0 

6.1.1.3 查询 

 

右侧菜单选择查询，可以在输入框中输入文字检索设备。  

6.1.1.4 轮巡 

在轮训选择添加，在设备树中双击需要轮训的设备，设置轮训间隔时间。  

 

加入后选择轮巡页面，可以看到添加的轮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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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按钮可以停止轮巡，清空可以清空所选的轮训组。 

6.1.1.5 右键功能菜单介绍  

6.1.1.5.1 查看码流 

   鼠标放在想要看的视频区域里右键菜单选择查看码流则打开码流的界面。  

 

 

6.1.1.5.2 本地录像 

右键菜单选择本地录像即开始录像，停止时右键选择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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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会弹出录像的文件列表，双击文件可以直接播放，也可到文件所在目录选择播放。  

 

6.1.1.5.3 本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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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C/S 客户端操作说明  

6.1.2.1 操作界面 

 

客户端的视频巡航与 B/S 端基本一样，主要的区别主要在 3D 放大、预置点和巡航三个方面。  

6.1.2.2 3D 放大 

 

首先在视图菜单中选择 3D 放大，然后在视频区域用鼠标选择要放大的地方，从左向右拉动鼠标进

行选择是放大，从右向左拉动鼠标进行选择是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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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3 预置点 

 

将设备运动到需要定位的地方，然后在预置点输入框输入名称，然后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增加预置点。 

转到按钮可以讲设备移动到预置点输入框中选择的预置点位置。  

删除按钮会删除预置点输入框中当前显示的预置点。  

点击调用预置点按钮进行调用。  

6.2 录像检索 

6.2.1 B/S 端介绍 

 

、 

录像显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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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录像查询 

 

在上方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录像的开始和结束日期，然后查询，查询后，如果有录像，

那么视频显示区下方会有红色的条目显示，代表存在的录像范围。  

6.2.3 录像播放 

录像查询出后，在录像显示区下方在想看的时间点上双击即可进行播放。  

 

6.2.4 录像播放控制  

 

录像播放区下方的控制按钮可以控制录像的播放，播放速度有单帧、慢播(1/4、1/2 倍)、快播(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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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倍)。 

 

6.2.5 录像下载 

在红色的录像记录条上右键会看到录像下载的菜单，  

 

点击菜单会弹出下载窗口，  

 

选择下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和每个下载文件包含录像的长度，默认是十分钟一个文件，如果时间

太长，文件会较大。 

6.2.6 录像剪辑 

 

打开所需要的录像后，在录像显示区右键点击开始剪辑，剪辑完成后点击结束剪辑，然后会弹出文

件列表，可以双击播放，也可以到所在目录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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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7 客户端介绍  

 

录像功能与 B/S 端操作相同。 

6.3  大屏控制 

6.3.1 解码卡上墙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8 

6.3.1.1 配置场景 

 

点击新建，创建上墙场景，点击调用。  

6.3.1.2 配置计划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19 

6.3.2 6S 上墙 

 

 

 

6.4  车辆管控 

6.4.1 常规搜痕 

针对过车记录进行查询。 

6.4.1.1 模糊查询 

 

模糊查询根据输入的条件进行查询，车牌号码可以输入一部分。  

 

这是三种数据显示方式： 

列表就是按照常规的记录形式进行展示，点击左边的详情可以看到单条记录的图片和过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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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图片的展示方式如下： 

 

大图片的展示方式如下： 

 

6.4.1.2 精确查询 

 

操作方法与模糊查询一样，但是车牌号码必须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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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 车辆布控 

6.4.2.1 车辆布控 

 

点击增加按钮可以增加车辆布控规则：  

 

填好需要布控车辆的信息，设置布控机构、布控状态、布控截止日期后保存。  

如果布控状态为布控中，则规则生效开始布控，未布控则布控停止。  

6.4.2.2 告警查询 

 

根据布控规则布控到的车辆过车信息可以在告警查询中得到。查询可以进行模糊查询，车牌号码不

需要精确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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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实战搜痕 

6.4.3.1 车型查询 

 

跟模糊查询相仿，主要的区别是增加了车辆品牌和型号的查询。 

6.4.3.2 中途消失 

 

6.4.3.3 逗留查询 

 

6.4.3.4 时空碰撞 

 

6.4.4 车辆统计 

6.4.4.1 车辆统计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中威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3 

6.4.5 车辆保护 

6.4.5.1 白号牌管理 

 

点击增加按钮可以增加白号牌  

 

6.4.5.2 红号牌管理 

 

增加红号牌与白号牌一样。  

 

6.4.5.3 白号牌轨迹 

 

6.4.5.4 红号牌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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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 套牌管理 

6.4.6.1 在线核查 

 

输入车牌号码，选择输入合适的套牌车速，默认 120，然后点击查询。  

超过输入车速的记录会标红显示，就是可以的套牌车辆，双击左边的记录就会看到相对应的过车图

片。 

6.4.6.2 历史套牌 

6.4.7 电子警察 

6.4.7.1 违法查询 

 

查询违法数据。 

 

6.4.7.2 违法校对 

 

单条记录校对，可以选择记录后点击违法校对，弹出信息框，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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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校对可以选择数据列表上方的按钮“批量校对”进行处理。  

6.4.7.3 违法审核 

 

操作方法与校对一样。  

6.4.7.4 违法上传 

 

6.4.7.5 违法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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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6 违法地点 

 

点击增加按钮增加违法地点。  

6.4.7.7 违法代码 

 

点击增加按钮增加违法代码。  

6.4.8 车辆监控 

6.4.8.1 首次上路车 

 

6.4.8.2 首次入城车 

 

6.4.8.3 本地车辆频次  

 

6.4.8.4 外地车辆频次  

6.4.9 积分预警 

6.4.9.1 结果分析 

 

6.4.9.2 规则设置 

 

6.4.10区间测速 

6.4.10.1 测速记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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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0.2 测速规则设置  

 

6.4.11时空旅行 

6.4.11.1 时空旅行设置  

 

6.5  人员管控 

6.5.1 人像资源 

6.5.1.1 自动采集库 

 

 

6.5.1.2 全国逃犯库 

6.5.1.3 重点可疑库 

6.5.1.4 负案在逃库 

6.5.1.5 常住人口库 

6.5.1.6 暂住人口库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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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电子地图 

 

6.6.1 工具条功能  

 

平移：移动地图。 

测距：鼠标点击测两点间的距离，双击结束。  

 

框选、点选、线选：选择卡口内摄像头的方式，选择后，右边会显示摄像头列表，选择摄像头可以

添加轮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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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选                                            线选 

标注：可以在地图上点击进行标注说明。 

 

图层：勾选需要显示的图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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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 车辆轨迹展示  

 

选择卡口，然后在右边选择车辆页输入车牌号码查询过车记录，然后在地图中会显示车辆的行进轨

迹。 

6.6.3 摄像头功能表  

点击摄像头弹出摄像头功能表。  

 

开启视频：点击可以看到摄像头的实时视频。  

摄像头信息：点击可以看到摄像头的基本信息。 

摄像头维护： 

加入轮巡：点击可以将摄像头加入右边的轮巡组。  

 

 

6.7  视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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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1 视频增强 

 

6.7.2 视频浓缩 

 

6.7.3 视频目标检索  

 

6.8 告警查询 

6.8.1 实时告警 

发生报警时，实时告警界面会记录报警设备的 ID、名称等，并会弹出告警提醒对话框和报警设备视

频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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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历史告警 

关联设备报警录像的设备，在历史查询报警时，可以查看相关联设备的录像，点击录像回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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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系统管理 

6.9.1 日志管理 

6.9.1.1 操作日志 

 

6.9.1.2 告警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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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1.3 短信日志 

 

6.9.1.4 邮件日志 

 

 

6.9.2 业务管理 

6.9.3 证书管理 

6.9.3.1 证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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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定 USB-KEY 

6.9.4 系统参数 

6.9.5 公告管理 

6.9.5.1 公告管理 

 

添加按钮添加公告，预览可以看到添加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