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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内停车高位智能相机（4车位）

V1.0
1. 产品介绍

产品简介

快速安装指南   Quick Install Guide

图 1 一字型同侧4车位安装示意图

图 2 相机在横杆上安装位置示意图

1.1

VIR SMART CAMERA ON ROAD PARKING（4 parking spaces）

按图7的示例，网线防水接头使用步骤如下：
1、将防水帽、防水堵头、防水外壳穿过水晶头或网线。
2、将防水堵头塞进防水外壳。
3、将防水圈套在网口头上。
4、将网线与网口相连，旋转防水帽，使整个防水接头锁紧。

1、路内智能识别一体机是专门针对路内停车位收费管理、路内停车监

控等场景设计的前端抓拍识别一体的智能成像设备。采用最新VIR5.0

的深度学习算法，通过视频方式实现对泊位车辆的行为进行检测和跟

踪，以证据图片或视频的方式记录其在泊位中完整的停车过程，形成完

整有效的的停车收费证据。

2、路内智能识别一体机同时也可以对无牌车占位、非机动车占位、跨线

停车等泊位异常停车进行感知，报警处理。

2. 设备安装篇

架设方案2.1

1.一字型车位同侧安装
现场环境绿植对泊位或车辆无遮挡或较小。推荐同侧方式安装，如下图
，可监控连续4个泊位。
 

注：相机安装在横杆上的位置，距离车位约0.5-1米，推荐0.8米

运行环境1.2

1、 操作系统：推荐使用win10 64 bits。

2、CPU型号：Intel(R) Core(TM) i3-7100 CPU @3.90GHz。

3、显卡型号：Intel(R)® HD Graphics 630。

4、内存模组：2GB以上。

5、硬盘空间：20GB以上。

6、浏览器：使用IE10及以上。

7、分辨率：推荐1920*1080及以上。

网口头 防水圈 防水外壳 防水堵头 防水帽 网线

网线防水接头说明2.3

步骤一：将万向节和相机使用螺丝进行固定。

相机安装1.7

图 6 网线防水接头示意图

图 7 万向节与相机固定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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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相机接口说明

编号 接口名称 标识 说明

2

1

电源 DC12V 支持 9-24VDC 供电 , 标准 12V/2A

复位按键 复位按键 长按（10s）使设备恢复出厂配置

3
网络接口

预留接口

LAN1
2路，支持10/100/1000Mbps以太
网传输

预留出IO/485/音频裸线接口

4

5

LAN2

IO/485/MIC/LINE

接口说明2.2

图 5 相机尾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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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1

横臂
长度

3-4米

（推
荐4
米)

立杆高度
5-6米

（推荐6米)

相机监控盲区12-21米
（推荐15米)

监控泊位数4个

1 2 3 4
图 3 一字型异侧4车位安装示意图

2.一字型车位异侧安装
现场环境绿植对泊位或车辆遮挡严重。推荐异侧方式安装，如下图，可
监控连续4个泊位。
 

横臂
长度

1米以上

立杆高度
5-6米

（推荐6米)

相机监控盲区12-18米
（推荐15米)

相机垂直车位距离3-15米

立杆高度
5-6米

相机安装位置0.5-1米

车位

1 2 3 4

图 4 非字形3车位安装示意图

3.非字形车位垂直安装
针对非字形车位泊位，相机一般安装在泊位对侧。如图所示，可监控连
续3个泊位。 

按图 7 的示例，将电源线的公头插入接口板上对应的母头中；若采用笔
记本与网线连接相机，请将笔记本电脑手动设置到与相机相同的网段 。

监控泊位数4个

1 2 3

立杆高度3-4米 横臂长度1-2米

相机监控盲区
3-12米

1 2 3

立杆高度3-4米 横臂长度1-2米

相机监控盲区
大于12米

步骤二：将相机安装到横杆上，通过抱箍或者螺钉进行固定。

步骤三：将线缆与相机尾线连接，一一连接起来。

步骤四：调整相机的俯角约20°。调试时通过云台和变焦镜头，调整镜头
方向和焦距等参数。

注意事项：

1、 网线测试：现场网线制作完成后，需进行网线连通性测试，确保网线
畅通。

2、 现场用电：设备使用弱电供电，不可直接使用强电（220V）供电。若现
场采用强电供电，易引发安全问题。 

图 8 相机固定于横杆示意图



网页端登录

车位设置

图 10

图 11

图 9 控件安装提示框

3.1

3.2

确定 取消

来自网页的消息

没有安装控件？点击确定开始安装控件，安装时请关闭
浏览器，如果已安装请点击取消并允许控件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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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Q&A 常见问题说明

4.1 设备不能正常显示怎么办？

不正常显示的原因有如下几种情况：
 设备未正常上电；
 设备的网线未接好或接触不良；
 设备的 IP 地址和 PC 的 IP 地址没有在同一个地址段；
 设备与客户端之间的网络不通；

当设备不能正常显示时，请逐一排查以上情况。

远程设置设备，却误设了另外一台设备，怎么回事？

可能原因是同一局域网内多台设备的 IP 地址冲突。当多台设备
同时使用时，请确保没有 IP 地址的冲突。

设备无法正常登陆怎么办？

（1）确保设备和登陆电脑在同一个局域网。
（2）检查是否有 IP 冲突。判断方法：先断开设备的网络，再在

PC 上 ping 设备的 IP 地址，能 ping 通则说明在局域网内
此 IP 已经被占用。

（3）检查网口指示灯，指示灯不亮说明网络不通，需检查网络。

网页端登陆的常见问题有哪些？

（1）登陆设备后，登陆界面显示不正常，请确保 IE 版本为 IE8.0
及以上。

（2）通过 IE 浏览器登陆，实时视频界面时无视频播放。解决方
法：重新刷新网页，弹出提示安装控件，完成安装后即可
看到实时视频。 

（3）控件安装失败，进入【控制面板】￫【程序和功能】，卸载
WebCtrl 控件后重新安装。

产品保修凭证

此卡为您免费保修凭证，仅适用于符合本公司保修条例的产
品保修。

保修条例：
1. 本产品免费保修期为两年。 
2. 保修期内，如果发生产品自身引起的故障，请与本公司售

后服务联系。
3. 以下情况属于有偿保修范围：

（1）产品购买后，在运输、搬动或跌落后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2）使用不当造成的进水或其他溶液造成的损坏。
（3）因使用环境不符合本产品要求造成的故障。
（4）自行不当的修理造成的故障或损坏。
（5）产品已过免费保修期。

产品型号

出售日期

出售公司

售后电话

合 格 证

产品编号

生产日期

检 验 员

4.2

4.3

4.4

4.5

IP 地址或用户名密码忘记怎么办？

如IP地址忘记可采用设备配套的IP搜索工具进行搜索即可获得，
密码忘记需联系本公司技术支持进行远程解决。

图 15

图 12

补光灯配置（选配）

在实时视频页面，可调节内置补光灯的补光模式，当开启智能补光时，
设备会根据当前环境光照情况自动控制补光灯亮度 / 关闭补光灯；当
开启手动补光时，拖动时段分隔指针设置补光时段，设置完成后点击
时段进行补光亮度配置，可根据实际场景调整内置补光灯的亮度等级
（分为 2 米、4 米、6 米、7米 和 8 米五档）。

3.5

基础网络配置

在设备使用前，须到web配置页面的【高级设置】→【基础网络设置】
→【基础设置】中配置设备的基础网络信息方可使设备正常通讯（注
意：ip地址须保证与当前局域网内设备无冲突）。

3.3

3. 产品配置

一体机出厂默认配置：
IP：192.168.1.100，账号：admin，密码：admin
首次用 IE 浏览器(推荐使用IE10以上版本） 登陆一体机 web 配置网页
需要安装控件，采用其他浏览器登录无需安装控件。

步骤一：在设备web配置页面的【智能应用】→【车位设置】中，进行车位
配置
步骤二：选择远端或近端相机，再远程调节镜头聚焦和云台转动。
步骤三：对设置车位识别的开启状态及对车位进行命名。

步骤四：选择当前场景中车位的模式，根据实际的车位数，启用车位数
量，然后将线圈按照视频中车位实际大小（可参照图片中的线圈画法）
来画。

注：相机画面调试过程，可参考如下视频画面和相关参数。
若监控车位为4个车位，视频下边缘预留前一个车位的1/2 - 1/3个车位
大小。视频上边缘预留中可看到5个或6个车位（推荐能看到第6个车位）
。若相机需监控2个、3个或5车位时，调试参照依次类推。

HTTP推送配置3.4

进入web配置页面的【高级配置】→【高级网络配置】→【HTTP推送】，可
配置识别信息的推送地址，设备注册建议选择普通心跳，推送业务识别
结果选择启用，即可完成基本推送配置。

图 13

图 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