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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防小知识 

一、限定码流和可变码流的区别 

1、常见的码率控制技术包括限定码流和可变码流 

 

2、限定码率（Constant Bit Rate） 

（1）定义：即在码率统计时间内保证编码码率平稳。 

（2）影响因素 

①统计时间：统计时间越长，码率波动越小； 

②码率的波动等级：波动等级越大，码率的波动范围更大。 

优点：对于不同场景，能够保持码率的相对稳定，画质有保障，场景适应性

广。 

缺点：对于静止画面多的场景，会多浪费些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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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可变码率（Variable Bit Rate） 

（1）定义：即在码率统计时间内编码码率波动，从而保证编码图像质量平稳。 

（2）影响因素 

①最大钳位码率：对画质有影响； 

②画质要求：画质要求越高，码率波动越大。 

优点：对于静止或者景物少的场景，能够有效降低码率。 

缺点： 

①对于剧烈运动、夜视（噪点大）、人流密集的场景，码率会大幅增加； 

②对于编码器的限制码流的算法要求高，在场景变换时，容易导致图像局部马赛

克； 

③容易产生超大帧，引起网传失败或者解码失败，从而导致图像卡顿。 

综上所述： 

为了适应更多的场景，保证高清的监视效果，建议选用限定码率。对于静止画面

多的场景，可选用可变码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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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操作界面 

（1）本地菜单 

主菜单-摄像头-编码设置-码流控制 

 

（2）网页菜单 

设置-相机设置-视频-视频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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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硬盘录像机最大连接数介绍 

功能理解：设备本地界面->网络->端口->最大连接数范围（0~20 或者 0~128），

这个并不是说可以连接 128 个客户端（包括 web、SDK、平台、其他），而是其他客户

端和设备间建立的连接，实际登录一个 web 会建立 2个以上的连接，登录 SDK、平台也

会有 2 个连接（一个主码流，一个辅码流），如果是远程设备添加或者被添加也会建

立 2 条链接；  

 

例如上图设备最多 128 个最大连接数，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情况下，理论最多 64 个

客户端可以登录。 

问题描述：超出最大连接数会出现“系统忙，资源登录不足”的提示。 

解决措施：具体如何修改连接配置，解决出现系统忙资源登录不足的问题。 

（1）可以事先在“网络->网络权限”中设置黑白名单，“黑名单”能保证设备不

被黑名单中的设备或者客户端连接；“白名单”能够保证设备在白名单中指定的 IP 客

户端才能连接设备。如果是已经连接过的设备请通过如下方式先屏蔽，否则只能对重

新添加的 IP有效，已经添加的设备是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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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确认连接数过多可以在“网络->在线用户“中查看连接在设备上的网络

用户信息，选择屏蔽用户，最多可以屏蔽 65535s。页面 5s 就会检测一次当前是否有新

用户增加或者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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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一点通 

一、IPC 智能规则开启及关闭 

1、WEB 访问 IPC 智能规则开启和关闭 

开启时的预览效果： 

 

关闭时的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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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MART PSS 客户端上 IPC智能规则开启和关闭 

开启时的预览效果： 

 

关闭时的预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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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录像机实时预览 IPC 智能规则开启和关闭 

本地接显示器端设置界面： 

 

WEB 访问端设置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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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SMART PLAY（大华播放器）上 IPC智能规则开启和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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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NKB1000 控制球机及云台功能操作 

1、NKB1000如何控制球机操作 

（1）方式一：NKB1000 控制录像机球机通道 

连接模式：球机接在录像机上，键盘通过控制录像机来控制球机 

前提：通过键盘已经可以控制录像机（具体操作步骤请查阅月刊第十期） 

步骤一：录像机 ID号+ID+确认/ENTER进入控制录像机模式 

步骤二：通道编号+云台/PTZ（出来如下控制界面）——摇杆或按键控制云台及变

倍 

 

举例说明：要控制录像机第二通道球机操作方式就是 2+云台/PTZ。 

注意：要控制其他通道，需要首先退出当前通道云台控制模式，操作方式为点击

取消/ESC 即可退出当前控制模式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 

11 

（2）方式二：NKB1000 直接控制球机 

连接模式：球机直接和键盘连接控制（不通过录像机） 

步骤一：菜单选项——控点设置——添加（球机）ID 号，名称自定义，类型：SD

——添加方式：NET，输入球机 IP 地址/添加方式：COM485，输入球机地址码、波特率、

协议等信息——确认/ENTER 

步骤二：球机 ID 号+ID+确认/ENTER——直接进入控制球机界面 

 

 

2、NKB1000控制球机云台功能 

前提：首先键盘可以正常控制球机上下左右云台功能 

步骤一：进入球机云台控制状态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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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二：按一下键盘左侧设置/SETUP按键把当前控制模式从操作切换成编辑 

 

（1）功能一：进入球机 OSD菜单（仅限于接入的是大华且支持 OSD 菜单的球机并

且控制协议是 DH-SD1 或者以网络方式接入） 

按一下菜单/OTHER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球机画面上会显示球机的菜单信

息——通过摇杆/上下左右按键控制菜单内光标移动——确认/ENTER 确认选择的操作

菜单（按一下取消/ESC 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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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功能二：设置/调用预置点 

按一下预置点/PRESET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可以自定义编辑预置点编号设

置及调用（按一下取消/ESC 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注意：大华私有协议下支持最多 80 个预置点，PELCO 协议下支持最多 255 个预置

点 

（3）功能三：调用水平线扫 

按一下水平线扫/SCAN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可以自定义编辑预置点编号设

置及调用（按一下取消/ESC 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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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功能四：水平旋转 

按一下水平旋转/PAN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可以自定义开始和停止（按一

下取消/ESC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5）功能五：点间巡航 

按一下点间巡航/TOUR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可以自定义设置和调用点间巡

航（按一下取消/ESC 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6）功能六：巡迹 

按一下巡迹/PATTERN 按键键盘上会出来如下界面，可以自定义设置和调用巡迹（按

一下取消/ESC 按键可以退出当前操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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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NKB3000 通用模式控制解码器轮巡 

第一步：组建好局域网后——进入通用模式——admin账号登录——设备管理——

把解码器和编码器（NVR、DVR、IPC 等）都添加进来 

 

第二步：进入用户账号——增加操作员账号——自定义用户名和密码——勾选对

应设备（获取操作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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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操作员账号登录——输入列表——添加分组 

 

选择分组编号——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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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对应通道——点击添加 

 

添加成功后——填写输入分组编号后会显示该分组内的通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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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明确解码输出口编号 

 

第五步：远程操作——解码轮巡操作 

（1）解码轮巡方式一——独立窗口轮巡操作 

解码输出口编号+MON 选择（选择解码输出口，如：1+MON） 

数字键+MULT（进行画面分割显示选择，如：4+MULT） 

数字键+WIN（选择窗口，如：1+WIN） 

输入组编号——CAM-G（选择对应输入组设备进行轮巡，如 1+ CA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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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选择解码输出口编号为 2，4 画面分割时，第 1个窗口轮巡输入组编号

为 1 的所有通道，第 2 个窗口轮巡输入组编号为 2 的所有通道，第 3 个窗口轮巡输入

组编号为 3 的所有通道，第 4 个窗口轮巡输入组编号为 4 的所有通道。 

操作步骤： 

2+MON           4+MULT 

1+WIN           1+ CAM-G 

2+WIN           2+ CAM-G 

3+WIN           3+ CAM-G 

4+WIN           4+ CAM-G 

 

（2）解码轮巡方式二——解码输出口当前分割窗口轮巡操作 

解码输出口编号+MON 选择（选择解码输出口，如：1+MON） 

数字键+MULT（进行画面分割显示选择，如：4+MULT） 

输入组编号+CAM-G（选择对应输入组设备进行轮巡，如 1+ CA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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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选择解码输出口编号为 1，4 画面分割时，四画面轮巡输入组编号为 1

的所有通道 

操作步骤： 

1+MON           4+MULT           1+ CAM-G 

 

另：轮巡间隔时间，见输入列表——分组——设置更改轮巡间隔时间（最短 1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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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大扫除 

一、录像机画面不断异常轮巡 

1、问题现象 

（1）录像机显示画面轮巡非常快 

（2）鼠标光标不断的在每个菜单图标或功能选项上滚动 

2、可能原因：正常情况下，如果录像机上开启了画面轮巡功能，监视画面为均匀

轮巡且最小间隔是 5S，如果画面轮巡很快属于异常状态，故障原因一般是前面板飞梭

键或方向键卡住造成 

3、解决方案 

（1）将录像机前面板的飞梭键重新插拔安装 

（2）确认每个方向键没有卡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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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华 9 系列智能锁用钥匙开门出现报警 

1、故障现象：9 系列智能锁在用钥匙开门时发出报警蜂鸣声，开门后

也无法停止，面板的门铃图标一直黄灯闪烁，但用指纹、卡片或者密码开锁

后是正常的。 

2、原因：用钥匙开门属于非常规开锁，会有报警蜂鸣提示 

3、处理：该报警属于正常现象，并非故障；设备有安全机制，钥匙开

门属于非常规开锁。用指纹、卡片、密码正常开门后或长按管理键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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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智能锁如何删除已登记的开锁方式 

1、如何删除密码 

进入登记模式后根据语音提示先按“*”，再按数字键“1”。此时语音会提示“请

在删除，请稍等”、“已全部删除”，系统会进入休眠模式。此操作只可删除全部的

普通用户密码，管理员密码不可删除。 

2、如何删除卡片 

进入登记模式后根据语音提示先按“*”，再按数字键“2”。此时语音会提示“请

在删除，请稍等”、“已全部删除”，系统会进入休眠模式。 

3、如何删除指纹 

进入登记模式后根据语音提示先按“*”，再按数字键“3”。此时语音会提示“请

在删除，请稍等”、“已全部删除”，系统会进入休眠模式。 

4、如何删除蓝牙设备 

进入登记模式后根据语音提示先按“*”，再按数字键“4”。此时语音会提示“请

在删除，请稍等”、“已全部删除”，系统会进入休眠模式。 

 

备注：删除密码、卡片、指纹、蓝牙设备后将无法恢复（无法单独删除某个密码、

指纹或卡片，只能全部删除），只能重新绑定。如果误触了“*”，可以按登记键退出，

此时不会删除对应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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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功能展示 

一、小乐 2.0版本新功能介绍 

1、新增“儿歌故事”   

在主菜单界面，新增了入口“儿童故事”。收录了丰富的音频资源，包括：爱听

故事、英文磨耳朵、卡通动画片、科普涨知识、儿歌大全、国学启蒙等。 

 

2、语音点播动画片  

支持语音点播动画片，告诉小乐想看的内容，比如“粉红猪小妹”，告诉小乐想

看第几集，小乐将为你自动播放，想看下一集或者不想看了，也可直接语音告诉小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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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护眼距离提醒 

机器人小乐采用特殊处理的背光驱动，最大程度地减少闪屏问题，保护宝宝的眼

睛。当宝宝使用小乐的时候，2.0版本的小乐还会根据人脸检测，（不区分孩子还是大

人），若发现脸至屏幕的距离过近时（0.5~0.6 米）会给出语音提示：“保护好视力，

距离屏幕远一点哟”！ 

 

4、新增收音提示功能 

2.0 版本的小乐，新增加收音提示功能，和小乐对话时，想知道小乐有没有听到自

己说出的话，除了从小乐发亮的耳朵可以判断 ，也可以从这个收音界面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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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PP 端增加“育儿”模块 

在“乐橙宝宝”育儿模块，拥有丰富的资源，比如宝宝看看部分有爱奇艺动画片

和早教视听的内容；宝宝听听部分增加了轻音乐、中英文儿歌等；宝宝电台有喜马拉

雅丰富的电台资源。爸爸妈妈可以在视听后把这些内容推送给宝宝，其中宝宝看看只

能推送给小乐，宝宝听听只能推送给看护器，宝宝电台可以推送给两者。 

 

6、新增乐趣视频（目前仅 IOS 客户端支持） 

乐橙 APP 新增“乐趣视频”，精准的人脸识别，妙趣横生的动图特效，辅助家长

共同打造宝宝第一支童话 MV，你也可以在朋友圈开启最特别的花样晒娃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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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乐亮点功能 

1、闹钟提醒功能 

小乐新增起床提醒功能。可以在设置——机器人管理——机器人睡眠时间段中设

置小乐的入睡时间，以及起床时间，设定开启后，当到了起床时间之后会语音提醒宝

宝起床，并播放一段悠扬的音乐。 

 

2、人脸抓拍 

智能抓拍的技能，记录最真实的片刻。当宝宝跟小乐面对面玩耍时，小乐会识别

宝宝人脸，自动捕捉拍下宝贝玩耍时各种精彩有趣的画面。如图，在手机客户端上云

相册中左上角有一个小乐图标的照片就是小乐自动抓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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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宝贝动画 

进入小乐的主菜单界面，点击“宝贝动画”，就可以发现丰富类型的视频资源，

尤其是孩子最爱的动画片资源！卡通动画、搜索功能、热门推荐、各种内容分类。 

 

4、防沉迷功能开启 

防沉迷提醒，使用桌面操作 15分钟（视频聊天、音频播放除外）就会有语音提示

和界面提示：“小朋友请不要长时间使用屏幕，注意保护好眼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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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屏功能 

小乐支持 miracast投屏功能。可开启 miracast，搜索周围的电视（支持该功能的

智能电视）或者转接盒子，之后点选屏幕画面和声音都会输出到屏幕上。 

 

6、通讯录改版 

“通讯”拆分为“视频通话”和“视频留言”，操作更简单，显示更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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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手机远程云台操控 

打开乐橙 APP，点击旋转按钮，用手指在画面像某一个方向滑动，小乐就会根据操

作指令做出相应的转动。 

 

8、自定义文字推送 

在手机客户端，还可以在陪伴——和宝宝互动中输入编辑的文字或者选择固有的

文字模板，点击发送到机器人小乐，小乐会以语音的形式读取手机端发送过来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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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平台 

一、怎么联系我们？ 

1、在线客服 （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9:00 到 18:00） 

登录大华官网：www.dahuatech.com，选择服务支持—>联系我们—>在线客服 

  

2、企业在线 QQ 

我们的企业 QQ 号为 4006728166（工作时间是周一至周五 9:00 到 18:00） 

登录大华官网：www.dahuatech.com，选择服务支持—>联系我们—>在线咨询 

 

  

http://www.dahuatech.com/
http://www.dahu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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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信公众号 

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或搜索公众号“浙江大华售后服务”就可以关注我们 

 

可直接在微信的对话框中咨询问题（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 9:00 到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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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售后服务 APP（推荐使用 UC浏览器进行扫描） 

安卓版                 苹果版                

     

PC 电脑下载 APK 地址为：http://mapp.dahuatech.com/dhsysweb/apk/dahuaServices.apk 

4、乐橙售后服务热线   

乐橙专线已经开通！此热线提供关于乐橙产品相关问题的专线服务。 

5、安防售后服务热线   

为更好的服务客户，您可以按语音提示按键来选择进线方式，合作伙伴请按 0，联网问题请按 1，

密码问题请按 2，智能锁问题请按 3，录像机问题请按 4，摄像机、球机问题请按 5，其他类问题请

按 6，投诉及建议请按 9，我们将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合作伙伴请按渠道编码进入，渠道编码在授权书上有标明，详情可联系对应办事处的销售。 

 

http://mapp.dahuatech.com/dhsysweb/apk/dahuaServices.apk
http://mapp.dahuatech.com/dhsysweb/apk/dahuaServices.ap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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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内容展示 

1、官网更新了操作视频（在官网服务支持--操作视频） 

（1）程序升级系列视频  录像机 U盘/网络和 IPC 升级等 

 

 

（2）明珠讲堂系列第二十八课  大华录像机上提示摄像机账号被锁定解决方案 

明珠讲堂系列第二十九课  大华录像机接入乐橙云操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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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微信公众号更新了明珠讲堂第二十八和二十九期视频 

 

在对话框中输入关键字可以搜索到相关操作视频，点击内容可查看全文。 

例如：直接在对话框中输入“在线知识库”会有相应的连接，点开链接即可进入

官网知识库，可以按内容或搜索查找相应的知识点。 

 



 

     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滨安路 1199 号 

36 

3、官网更新的设备升级程序包（http://download.dahuatech.com/kit.php） 

新更新的程序名称有： 

DH_IPC-HFW1XXX-Alps_Chn_PN_V2.420.0000.17.R.20161012； 

DH_IPC-HFW2XXX-Alps_Chn_PN_V2.420.0000.17.R.20161012。 

 

注意：设备升级有风险，请务必确认是否有升级的需要； 

请务必确认此程序包是否对应您的设备，升级之前请参考升级方法； 

请严格参考升级方法升级操作，在升级过程中，请勿断电，耐心等待设备

自动重启。 

  

http://download.dahuatech.com/kit.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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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官网下载文件的时候需要同意许可协议  

 

如果无法显示“同意协议”的解决方案： 

（1） 建议使用 IE浏览器登录大华官网下载  

（2） 按住 Ctrl 键和鼠标滚轮缩小界面就会出现同意协议，点击后即可下载 

 

 

 

三、客户建议 

如果您有什么宝贵的建议，可以发送至我们的公共邮箱，我们的公共邮箱是：

support@dahuatech.com ，请在邮箱里面标注转至 5309 工号，我们这边会进行评估。

感谢您的参与！



   

 

 

 

 

 

 

 

 

 

 

 

 

 

 

 

 

 

 

 

 

 

 

 

 

大华 400 技术，您身边的服务 

主    编：小  宛 

美    工：孔公子 

封面设计：江南吴彦祖 

总    监：童先森  

特邀嘉宾：大  河、庄  子 

水无痕、明珠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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