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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简介 

1.1 概述  

城市车流量的持续增加对城市交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障人们出行的安全便利，城市交

通系统急需通过智能数据终端的大规模部署，为人们的出行趋势预测、智能停车、交通态势感知等智

能交通业务提供结构化精准数据采集支持。 

 

臻识科技 Vision-Zenith 智能交通相机通过智能 ISP、车辆及人员属性检测等先进算法的部署获

取边缘计算能力，面向中心云端大数据系统结构化传输算法分析结论及简洁高效的目标特征，协助云

端大数据系统通过系统联动更加高效精准的开展道路监管、智能停车、智慧出行等智能交通业务。臻

识科技 Vision-Zenith 智能相机同时覆盖了与智能交通联动叠加的各类场景平台，可实现智能感知、

实时识别车辆车牌、车标、车身颜色、车型等多种车辆身份信息，为城市交通综合管理提供准确有效

的数据保障。 

H1L 系列路内停车视频桩是专门针对路内停车位收费管理、充电桩管理等场景设计的前端抓拍识

别一体的智能成像设备。为应对场景中“完整证据链输送”、“无感停放”等需求，H1L 系列提供 2MP

星光级超高清成像、监控录像、智能补光、前端储存等特性，还支持遮挡检测、无牌车触发、4G 免布

线联网、手拉手组网、云上远程运营维护等特性，保障路内停车业务全天候运营，并大幅度降低售后

维护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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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特性 

⚫ 200W 星光级成像，VZ 智能 ISP。 

H1L 系列搭载业界先进的 200 万成像解决方案，提供最大 2MP 分辨率的视频和图片输出，支持星光

级成像效果，对夜间、顺光、逆光等光线场景均较好的适应性。配合臻识特有的 VZ 智能 ISP（图像信号处

理）算法，满足全天候的车辆识别需求。 

H1L 系列采用业界新一代 900MHz 双核高速处理器，内置 CNN 硬件加速引擎，强大的底层硬件保证

了设备的高效运行，同时也为后续的功能扩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 VIR5.0 算法，支持车辆信息精准识别 

H1L 系列搭载臻识科技基于深度学习技术的 VIR5.0 算法——融入智能交通领域近十年服务经验，采

用业界先进的深度学习技术，配合上亿的现场样本素材，成功打造出车牌/车辆识别领域强劲的算法框架。

通过对 H1L 系列硬件深度优化，能够有效解决场景中的诸多刚需。 

车牌识别率超 99%：支持识别普通蓝牌、新能源车牌、单双层黄牌（含泥头车）、单双层军/警牌、使

领馆、港澳入出大陆车牌、应急车牌等多种车牌的牌号、颜色、类型等信息。 

⚫ 实时遮挡检测、无牌车触发 

H1L 系列支持镜头遮挡/污损检测、无牌车触发等异常情况处理，现场情况及时报警，配合现场维护人

员可及时处理异常情况，提高现场运营管理效率。 

⚫ 臻识云管理平台，跨地域集中运营维护 

臻识云管理平台是专为大数据运营、远程集中管理等需求打造的云上综合业务管理平台。旨在打通本

地相机与远程业务系统（或客户端）之间的通讯链路。突破传统网络的地域限制，实现对相机的远程访问、

集中运维，将孤立场景实现互联网化。 

⚫ 丰富的硬件接口，性能稳定可靠 

支持双网口，可进行手拉手串联组网，降低布线难度。 

支持报警输入输出，音频输入输出、RS485 等丰富接口 

支持 SD 卡数据存储，断网数据不丢失，支持可选的断网自动续传功能，系统日志实时存储 

⚫ 全方位开发对接支持，易于用户二次开发 

SDK 开发包：提供 Windows、Linux 环境的 SDK 开发包，支持 VB、C#、Delphi、C++等开发语言； 

API 协议接口：支持基于 TCP、HTTP 等标准协议的 API 接口，满足相机与平台系统的对接； 

OpenDevSDK：面向专业客户的二次开发需求，特别提供底层开放平台（OpenDevSDK），同时搭载

双核加速处理器，为客户的二次开发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以及更高的可扩展性，方便用户根据业务需要进行

功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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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产品外观图 

H1M 路内停车高位产品分为单目 4 车位枪机和双目 8 车位相机 

 

图 1-1 H1M 高位（单目 4 车位） 相机 

 

图 1-2 H1M 高位（双目 8 车位）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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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相机开箱说明 

相机包装内附枪机主体、说明书、万向节。 

 

图 1-3 H1M 高位（单目 4 车位）包装图 

 

图 1-4 H1M 高位（单目 4 车位）开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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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H1M 万向节附件 

H1M 相机从机壳内引出尾线，尾线设计可以提高相机整体的密闭性，防止室外安装使用过程中，出

现受潮、进水等原因导致的镜头起雾、器件受潮等问题。提高了产品在现场实际环境中的适应性。 

机尾线母头标准 DC 12V2A 标准供电，支持宽幅电压 DC 12-24V。接口编号②对应电源。 

 

图 1-6 电源接线示意图 

接口编号③和编号④可以连接网线，并由对应的防水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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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端口接线示意图 

网线防水堵头，需先将防水帽、堵头、防水外壳穿过网线；再用防水堵头塞进防水外壳；然后将防水

圈套在网口头上，最后将网线与网口连接旋转，最终锁紧。 

 

图 1-8 网口接线示意图 

 

 

表 1-1 设备清单 

NO. 名称 功能 

1 高位枪机主体 相机主体 

2 内六角扳手 固定万向节螺丝（内附） 

3 万向节 相机主体与立柱固定（内附） 

4 说明书 安装指南（内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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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使用 

2.1 登录访问 

1. H1M 系列智能相机出厂默认 IP 地址为 192.168.1.100，连接相机前请确认当前计算机的 IP 地址和

相机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相机上电后，打开 IE 浏览器输入 IP 地址 http://192.168.1.100/，浏览器

出现如下登录界面： 

注意：为了保证兼容性建议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8.0 以上的版本；如需查看抓拍图片等数据，需要右键

单击浏览器，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图 2-1 登录界面 

2. 输入默认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 admin，点击登录按钮登录。 

3. 第一次打开相机，浏览器会提示安装插件。如下图所示： 

 

图 2-2 安装插件提示 

4. 点击确定，下载 webctrl.exe 并运行，如果弹出如下界面，则点击运行。 

 

图 2-3 插件安全提示 

5. 运行 webctrl.exe 后，弹出如下界面，点击安装按钮安装插件。 

http://192.168.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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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4 插件安全提示 

6. 安装完成后点击完成按钮结束安装。 

7. 重新刷新网页，即可进入系统主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2-5 系统主页面 

8. 双击视频实时显示界面可以全屏显示视频图像，点击右下角相机按钮可开始视频录制。 

9. 如下图所示，点击手动触发可对当前画面进行抓拍，系统将提取并识别画面中出现的车牌。 

图 2-6 视频抓图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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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下图所示，历史记录中将显示近期识别记录的车位信息、检出时间、车牌号、车牌颜色、车位状态、

触发类型等信息，双击可显示收费证据链。 

 

图 2-7 历史记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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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查询 

点击导航栏的数据查询按钮，可以进入数据查询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 数据查询界面 

3.1 录像回放 

录像回放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 录像回放界面 

在配置好录像计划，右上角的查找列表里可以查询保存在 SD 卡中的相机录像。有录像的时间会在下面用

蓝色时间轴显示，选择时间轴播放位置后，点击播放按钮，即可进行录像回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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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图片查询 

 
图 3-3 图片查询界面 

在右上角选择好时间和查询的开始和结束时间，点击查询，会出现 SD 卡中的历史图片数据。点击每个条

目即可显示这张照片，选择图片前面的复选框后，点击左下角的下载按钮可以下载 SD 卡中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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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能应用 

选择智能应用，可以进入智能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4-1 智能应用界面 

4.1 车位设置 

 

 

图 4-2 车位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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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换相机：在配置时，切换到远端或近端的相机 

⚫ 云台调节：在此页面也可以对云台或者镜头进行调节。 

⚫ 车位设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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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识别设置 

 

图 4-3 识别设置界面 

⚫ 基础设置，可配置车牌识别的一些常用参数。 

⚫ 车牌识别类型，可对需要支持识别的车牌识别类型进行选择/取消。 

⚫ 高位设置，可配置车辆检出检出和结果上报的参数 

4.3 报警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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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 报警联动界面 

⚫ 根据现在实际情况配置报警类型。 

4.4 泊位布控 

 

图 4-5 泊位布控界面 

⚫ 泊位布控，点击启用可按照时间进行泊位布控设置。 

⚫ 信号灯设置，可选择有平台进行指示灯控制/脱机控制。 

4.5 抓图 OSD 

 

图 4-6 相机组网设置界面 

⚫ 配置相应参数，可显示在抓拍图片或上报图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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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高级设置 

选择高级设置，可以进入高级设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1 高级设置界面 

5.1 基础网络配置 

点击基础网络配置，可进行基础网络相关配置，如下图所示。 

 

图 5-2 基础网络配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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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基础设置 

点击基础设置，进入网络配置界面。 

 

图 5-3 基础设置界面 

⚫ DHCP，点击启用可启用 DHCP 服务。 

⚫ IP 地址，设置网络 IP 地址。 

⚫ 子网掩码，设置网络的子网掩码。 

⚫ 默认网关，设置网络默认网关，应该和 IP 地址在同一网段 

⚫ DNS 服务器，设置网络的 DNS 服务器，配置完网络参数后，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 HTTPS,点击启用即可开启 HTTPS 服务。 

⚫ HTTP 端口，设置 HTTP 协议的端口号，默认 80，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 RTSP 端口，设置 RTSP 传输视频流的端口号，默认 8557，点击确定后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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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4G 配置 

 

图 5-4 4G 配置界面 

⚫ 基础配置，可对设备网卡优先度及服务器地址进行设置。 

⚫ 状态信息，显示当前的 4G 网络状态信息。 

5.1.3 DDNS 

动态域名(DDNS)是将用户的动态 IP 地址映射到一个固定的域名解析服务上，用户每次连接网络的时候客

户端程序就会通过信息传递把该主机的动态 IP 地址传送给位于服务商主机上的服务器程序，服务器程序负

责提供 DNS 服务并实现动态域名解析。这样就可以通过域名直接访问设备，而不需要记录会发生变化的

IP 地址。点击动态域名可以配置动态域名相关参数，如下图所示： 

 
图 5-5 DDNS 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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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启自动域名注册，勾选该复选框可以启动 DDNS 功能。 

⚫ DDNS 提供商，DDNS 服务器提供商的名称。 

⚫ 域名， 用户在 DDNS 服务提供商注册的域名。 

⚫ 用户名，用户在 DDNS 服务提供商注册时的用户名。 

⚫ 密码，用户在 DDNS 服务提供商注册时的密码。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5.1.4 UPNP  

UPNP(Universal Plug and Play)协议可以再路由器内网和外网之间建立端口映射关系，使外网用户可以

通过外网 IP 地址直接访问处于内网的设备。选择 UPNP 端口选项卡，可以配置 UPNP 功能，如下图所示， 

 
图 5-6 UPNP 设置界面 

⚫ 开启 UPnP 端口映射，勾选该复选框可以开启 UPnP 端口映射功能。 

⚫ HTTP 映射端口，配置 HTTP 协议的外部端口号。 

⚫ RTSP 映射端口，配置 RTSP 协议视频流传输的外部端口号。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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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网络诊断 

 

图 5-7 网络诊断界面 

⚫ 支持输入 ping、traceroute、nslookup 网络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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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级网络设置 

点击高级网络配置，可进行高级网络配置，如下图所示。 

 

图 5-8 高级网络配置界面 

5.2.1 HTTP 推送 

 

图 5-9 HTTP 基础配置界面 

⚫ 主服务器优先，启用可优先推送主服务器。 

⚫ 服务器地址，配置接收上传图像的主服务器地址。 

⚫ 备选服务器，配置接收上传图像的备选服务器地址，可以是多个地址，中间用’;’进行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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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口，HTTP/HTTPS 上传的端口号，默认 80。 

⚫ SSL 连接，勾选该复选框是在数据传输过程中启用 SSL。 

⚫ 验证方式，SSL 验证方式 

⚫ 匿名，使用匿名的 SSL 验证。 

⚫ CA 证书，使用 CA 证书进行 SSL 验证，勾选该选项，会弹出如下配置项上传 CA 证书： 

⚫ SSL 端口，配置 SSL 验证的端口号。 

⚫ 超时时间，配置数据推送的连接超时时间。 

⚫ HTTP 脱机检查，是否启用 HTTP 脱机检查。 

⚫ 重发次数，配置 HTTP 推送重发次数。 

 

图 5-10 HTTP 推送设置界面 

 

⚫ 设备注册，通过何种方式判断设备与服务器的连接。 

⚫ 取消心跳，不判断连接，直接发送数据。 

⚫ 普通心跳，客户端每隔一段时间项服务端发送心跳消息，通过服务器是否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消息来判

断设备与服务器的连接。 

⚫ Comet 轮询，基于 HTTP 长连接，客户端向服务器端发送询问请求，当没有数据时，服务器不立即

响应，而是等待数据。当有新数据产生时，才向浏览器响应，一个 HTTP 的连接结束。 

⚫ 地址，配置注册信息的推送 URL 地址。 

⚫ 推送业务识别结果，勾选后通过 HTTP 协议推送人脸抓拍结果。 

⚫ 地址，配置抓拍结果的推送 URL 地址。 

⚫ 图片模式，可选择推送大图/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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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上云 

 

图 5-11 上云配置界面 

⚫ 开启上云后可通过臻云极致进行远程访问设备（网址：www.vzicar.com）。 

5.2.3 VPN  

VPN 是就是虚拟传输通道，可以提供一条安全可靠的网络传输通道用于设备的远程接入。点击 VPN 配置

选项卡可以配置 VPN 功能。 

 
图 5-12 VPN 设置界面 

⚫ 启动 Open VPN 连接，勾选该复选框可以启动 Open VPN 功能。 

⚫ VPN 服务器地址，可以配置 VPN 服务器地址。 

⚫ 端口，配置 VPN 服务的端口号。 

⚫ 选择本地证书，选择 Open VPN 的安全认证证书，点击上传即可，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即可生效。 

5.2.4 SNMP 配置 

设置 SNMP 参数前，用户需要有 SNMP 服务器端，且保证 SNMP 服务端配置了相关参数及能够正常

工作。网络摄像机支持 SNMPv3 网络管理协议，根据 SNMP 服务器端协议版本选择网络管理协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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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配置 SNMP 协议可实现对设备参数的获取和接收设备的报警异常信息。设置 V2Trap 管理地址，设备

可向管理站发送报警和异常信息，通过设置 Trap 端口可接收设备的信息。 

 
图 5-13 SNMP 配置界面 

⚫ SNMP，勾选该复选框使能 SNMP 协议。 

⚫ 团体名，配置 SNMP 协议团体名，缺省为 public。 

⚫ SNMP V3 读 

◼ 安全名称，配置 SNMP V3 读的安全名称。 

◼ 安全级别，配置 SNMP V3 读的安全级别，可配置为“auth, priv”(认证并加密)，“auth, no priv”

(认证但不加密)，“no auth, no priv”(不认证也不加密)。 

◼ 认证算法，配置 SNMP V3 读的认证算法，可配置为 MD5 和 S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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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证密码，配置 SNMP V3 读的认证密码 

◼ 私钥算法，配置 SNMP V3 读的私钥算法，可配置为 DES 和 AES。 

◼ 私钥密码，配置 SNMP V3 读的私钥密码。 

⚫ SNMP V3 写。见 SNMPV3 读部分。 

⚫ V2TRAP 

◼ V2TRAP，勾选该复选框打开 SNMP Trap 功能。 

◼ 地址，配置 SNMP Trap 服务器的地址。 

◼ 端口，配置 SNMP Trap 功能的端口号。 

◼ 团体名，配置 SNMP Trap 的团体名，缺省为 public。 

◼ 心跳周期，配置 SNMP Trap 的心跳周期。周期为 s。 

5.2.5 安全设置 

 
 图 5-14 安全设置界面 

⚫ ARP 配置，可启用 ARP 防攻击。 

⚫ Telnet，启用后将允许远程进行该种方式的登录。 

⚫ 登录抑制，启用后可对设备登录进行条件限制。 

⚫ 认证模式，可对认证方式进行选择。 

5.3 音频视频配置 

点击音频视频配置，可以进入音频视频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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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15 音频视频配置界面 

5.3.1 视频设置 

 
 图 5-16 图像调节界面 

⚫ 亮度，拖动亮度进度条可以对图像的亮度进行配置。 

⚫ 对比度，拖动对比度进度条可以对图像的对比度进行配置。 

⚫ 饱和度，拖动饱和度进度条可以对图像的色彩饱和度进行配置，当该值配置为 0 时，图像被配置为黑

白图像。 

⚫ 锐度，拖动锐度进度条可以对图像的锐利度进行配置。 

⚫ 最大增益，拖动最大增益进度条可以配置摄像机自动调节曝光参数是的最大增益值。用户根据实际的

应用场景来决定最大增益的值。 

⚫ 曝光时间，单位为 s，曝光时间是 CMOS 图像传感器电子快门的打开时间。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配

置不同的曝光时间，此处设置的时间为最大曝光时间，摄像机会根据场景亮度自动调节曝光时间。 

⚫ 图像翻转，用户可以根据相机实际安装的方向选择图像的翻转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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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7 视频报警界面 

⚫ 遮挡报警，启用后在镜头被遮挡/污损后可进行报警。 

⚫ 视频丢失报警，启用后在视频丢失后可进行报警。 

5.3.2 视频编码 

 

图 5-18 视频编码界面 

⚫ 码流，摄像机可以输出两路码流，该选项用于切换下面配置项配置的是主码流还是子码流。 

⚫ 分辨率，配置视频流分辨率。 

⚫ 帧率，配置视频流帧率，可配置 1~25 帧每秒。 

⚫ 编码方式，视频流编码方式。 

⚫ 码流控制，切换视频流码率控制方式，定码流就是静态码率控制(CBR)，变码流就是动态码率控制(V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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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像质量，配置视频流的图像质量，越清晰的视频流消耗更多的网络带宽。 

⚫ 码流上限，动态码流的码流上限。范围 1~5000kbps。 

5.3.3 OSD 显示 

 

图 5-19 OSD 显示设置界面 

⚫ 通用配置，可对所有 OSD 显示进行字体、颜色配置。 

⚫ 实时结果，启用后可将实时识别结果显示至实时画面。 

⚫ 显示日期，可以配置日期格式，和日期 OSD 的显示位置。 

⚫ 显示时间，可以配置时间格式，和时间 OSD 的显示位置。 

⚫ 字符叠加，可以配置最多 8 个文字内容和文字 OSD 的显示位置，一般用来显示地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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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音频设置 

 

图 5-20 音频设置界面 

⚫ 呼入 IO，可设置相机呼入时的触发 IO。 

⚫ 音频输入，可对音频输入类型进行选择。 

⚫ 噪声过滤，使能和关闭音频输入噪声过滤功能。 

⚫ 音量调节，调节输入/输出的音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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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串口配置 

选择串口配置可进入串口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1 串口配置界面 

⚫ 串口号，选择串口号，这里固定为 1. 

⚫ 波特率，配置串口波特率。 

⚫ 校验位，配置串口校验位。 

⚫ 停止位，配置串口停止位。 

⚫ 数据位，配置串口数据位。点击确定生效以上所有参数 

推荐的串口配置如默认配置所示，为波特率为 9600，校验位无，停止位 1，数据位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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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本地配置 

选择本地配置，进入本地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2 本地配置界面 

⚫ 抓图文件保存路径，设置抓拍图像保存路径。 

⚫ 录像文件打包时长，设置单个录像文件的时长。 

⚫ 录像文件保存路径，设置录像文件保存路径。 

5.6 时间配置 

选择时间配置，进入时间配置界面。 

 

图 5-23 时间配置界面 

⚫ 时区，配置时区。 

⚫ 手动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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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设置，可以直接手动输入进行时间配置。 

◼ 同步本机时间，选择可获取本机事件来同步设备。 

⚫ NTP 校时 

◼ 启用，勾选该复选框可以使能 NTP 时间同步服务。 

◼ 地址，配置 NTP 服务器的地址。 

◼ 访问频率，配置 NTP 服务器访问频率。 

 

5.7 用户管理 

选择用户管理，进入用户管理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4 用户管理界面 

⚫ 添加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选择好权限，点击确认按钮即可添加用户。 

⚫ 修改密码，在指定用户名的列表中点击编辑，输入密码，确定密码后点击确定后即可修改用户密码。 

⚫ 删除用户，在指定用户名的列表中点击删除，即可删除指定用户。 

⚫ 登录超时，可设置用户单次的最大登录时长，超时后将自动退出至登录页面。 

5.8 存储管理 

选择存储管理，进入存储管理界面，如下页图片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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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5 存储管理界面 

⚫ 存储设备，如果存在存储设备，上图中会显示存储设备的状态和容量信息。SD 卡在使用前必须在相

机上进行格式化才可以正常使用。 

⚫ 录像计划，开启后可进行录像配置，通过鼠标移动上图时间轴的边缘，可以配置计划录像的时间。在

此时间内的相机会自动向 SD 卡上进行录像。 

5.9 系统维护 

选择系统维护，可进行系统维护相应设置，如下图片所示。 

 

图 5-26 系统维护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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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设备维护 

点击设备维护，进入设备维护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7 设备维护界面 

⚫ 重启设备，点击立即重启即可手动重启设备，勾选设备定时重启复选框，配置重启时间，点击确定使

能设备定时重启功能。 

⚫ 恢复出厂，点击确定按钮可完全/部分恢复出厂配置。 

⚫ 升级设备，点击浏览选择升级文件(.bin)，点击升级，即可远程更新设备。 

5.9.2 日志检测 

选择日志检测，进入日志检测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8 日志检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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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日志类型，可点击选择日志进行分类查看。 

⚫ 选择时间，可通过时间查找相应时间段的日志信息。 

⚫ 导出日志，选择相应日志可进行日志导出操作。 

5.10 设备信息 

选择设备信息，进入设备信息界面，如下图所示。 

 

图 5-29 设备信息界面 

⚫ 该页面可查看设备基础信息，同时可对设备名称进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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