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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您购买我们的产品。使用时若遇到任何问题，请您及时和销售人员联系。 

声明 

© 2012-2018 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及其许可者。保留一切权利。 

未经本公司书面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摘抄、复制本手册内容的部分或全部，并不得以任

何形式传播。 

为浙江宇视科技有限公司的商标。本手册中出现的其它所有商标、产品标识及商品名称，由

各自权利人拥有。 

由于产品版本升级或其他原因，本手册内容会不定期进行更新。 

本手册仅作为使用指导，本手册中的所有陈述、信息和建议不构成任何明示或暗示的担保。 

宇视科技对使用本手册或使用本公司产品导致的任何特殊、附带、偶然或间接的损害不承担责任，

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润损失、数据或文档丢失产生的损失，因遭受网络攻击、黑客攻击、病毒感染

等造成的产品工作异常、信息泄露。 

安全须知 

 
注意： 

本产品的默认密码仅供首次登录使用，为保证安全，请您确保在首次登录后修改默认密码。强烈建

议您将密码设置为强密码，字符不少于 8 位。 

 

负责安装和日常维护本设备的人员必须具备安全操作基本技能。在操作本设备前，请务必认真阅读

和执行产品手册规定的安全规范。 

 此为 A 级产品，在生活环境中，该产品可能会造成无线电干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用

户对其干扰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 

 请确保设备安装平稳可靠，周围通风良好，设备在工作时必须确保通风口的畅通。 

 请确保设备工作在许可的温度、湿度、供电要求范围内，并良好接地，满足防雷要求，避免置

于多尘、强电磁辐射、震动等场所。 

 请保护电源软线免受踩踏或挤压，特别是在插头、电源插座和从装置引出的接点处。 

 安装完成后请检查正确性，以免通电时由于连接错误造成人体伤害和设备部件损坏！ 

 异常断电可能造成设备损坏或功能异常，若设备在频繁断电的环境中使用，请配备 UPS。 

 为避免火灾及电击危险，使用时请勿让水或其它液体流入设备。 

 使用不匹配的电池会有爆炸危险。如需更换电池，请联系专业人员使用厂家推荐的同类型号的

电池。同时，请勿将废旧电池置入火中。 

 当光模块工作时，请不要直视光模块和光纤接头。 

 请勿自行拆开设备机箱盖上的防拆封条。若您要拆封，请先与本公司当地代理商联系；若擅自

操作导致设备无法维护，本公司将不承担由此引起的所有后果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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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 

本产品符合关于环境保护方面的设计要求，产品的存放、使用和弃置应遵照相关国家法律、法规要

求进行。 

本书约定 

 本手册中的图形、图表或照片等仅用于说明示例，可能与实际产品有差异，请以实物为准。 

 本手册可作为多个型号产品的使用指导，恕不一一列举每个产品的使用情况，请您根据实际产

品对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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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建议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 

 本书采用的图形界面格式约定如下： 

格式 意义 

<> 带尖括号<>表示按钮名，如：单击<确定> 

[ ] 带方括号[ ]表示菜单、页签、窗口名，如：选择[设备管理] 

/ 
多级菜单用“/”隔开。如[文件/新建/文件夹]多级菜单表示[文件]菜单下的[新建]子菜单下的[文件夹]

菜单项 

 

 本书采用各种醒目标志来表示在操作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的地方，这些标志的意义如下： 

标志 意义 

 
警告。该标志后的注释需给予格外关注，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 

 
注意。提醒操作中应注意的事项，不当的操作可能会导致产品损坏、数据丢失或功能异常 

 
说明。对产品操作使用相关信息进行提示、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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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是融合“管理、存储、转发”于一体的综合管理平台，可接入管理 IPC、NVR、

编码器、解码器、网络键盘、门禁主机、报警主机„„ 是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核心，部署简单，扩

展灵活，稳定可靠。可广泛应用于各种局域监控（如小区、楼宇、校园、酒店、场馆等）和广域联

网监控（如商超联网等）场景。 

产品系列包括： 

 按 SCU 盘位划分：有 16 盘位、24 盘位、36 盘位、48 盘位。 

 电源、电池模块均有两种类型。 

本书仅介绍一款产品的外观和安装，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考产品彩页。 

 
说明： 

 SCU（Storage Control Unit，存储控制单元）； 

 文中所有图例仅供参考，实际产品情况请以产品实物和软件最新版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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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硬件安装 

2.1  工具参考 

 

 

2.2  环境要求 

表2-1 温度和湿度 

温度/湿度 要求 

工作环境温度 
0°C～40°C 

推荐工作环境温度为：10°C～35°C 

贮存环境温度 
不带电池模块：–20°C～+60°C 

带电池模块：–15°C～+40°C（贮存1个月以内）；10°C～35°C（贮存1个月以上） 

工作环境湿度 20%～80%（未凝结） 

贮存环境湿度 10%～90%（未凝结） 

 

 
说明： 

有害气体及灰尘都会损害硬盘。关于机房环境要求，请参见用户手册中“检查安装场所”内容。 

 

2.3  错误的安装方式 

 
注意： 

安装设备时，要求设备和“机柜方孔条上的标线”进行整 U 对齐，否则，禁止安装挂耳螺钉。 

因为如果不能整 U 对齐，强制安装挂耳螺钉后，会造成设备和托盘间存在间隙，设备会吊在方孔

条上，从而造成设备不稳定，进一步影响硬盘稳定性工作。硬盘长期处于这种情况下，会存在读写

错误率高和损坏率高等问题。另外，机柜深度要求是：大于 0.8 米，小于 1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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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错误的安装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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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正确的安装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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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连线与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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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软件配置 

3.1  基本概念 

下面给出一些基本概念，以方便您理解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 

表3-1 基本概念 

基本概念 描述 

控制台 进行配置和管理的GUI（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图形用户界面）。 

管理工作站 安装控制台的计算机。 

RAID Group 
由数个物理硬盘构成的一个具有RAID级别特性的逻辑实体。 

用于构造指定级别的RAID，并为RAID LUN提供物理资源。 

RAID LUN 
LUN（Logical Unit Number，逻辑单元号），RAID LUN是在RAID Group上创建的更小的逻

辑实体。在RAID Group之上创建RAID LUN，创建后直接使用所属RAID Group的RAID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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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S VMS（Video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口 百兆或千兆，主要用来配置和管理设备。 

业务口 千兆，主要用来传输数据。 

3.2  配置流程 

在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软件界面上进行如下操作，即可完成最基本的配置。该文档配置介绍以火狐

浏览器为例。 

(1) 通过设备 IP 地址登陆 VMS 系统 

(2) 通过 VMS BS 界面跳转至存储配置界面 

(3) 设置业务口 IP 地址 

(4) 创建 RAID Group 

(5) 创建 RAID LUN 

(6) 阵列格式化 

(7) 添加相机并配置录像计划 

(8) 查看录像状态和回放 

3.3  通过设备IP地址登陆VMS 系统 

在“管理工作站”上打开 Web 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设备 IP 地址，按回车键，在登陆界面输入

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VMS 系统。 

默认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123456，默认服务器 IP 地址：192.168.0.1。 

 
说明： 

 默认密码 123456，首次登陆后务必设置为 8 位大小写字母、数字、特殊字符组成的强密码。 

 浏览器支持 IE9 及以上版本、 Chrome 32-41、 Firefox 29-51。 

 

3.4  通过VMS BS界面跳转至存储配置界面 

跳转存储界面前，需注意综合监控一体化平台，存储界面 IP 发生变化，变为：设备 IP：8083 端口。

需修改[控制面板/程序/java/Java 控制面板/安全]菜单项，单击<编辑站点列表>，弹出[“例外站点”

列表]对话框，单击<添加>按钮，在站点列表中，加入“http://设备 IP：8083”，单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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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Java 控制面板安全设置 

 

步骤1 VMS 系统界面，选择[系统配置/硬盘配置/阵列管理]菜单项，单击<阵列管理>按钮，跳转至 Java

运行环境检查页面。 

图3-2 通过阵列管理跳转至存储界面 

 

 

步骤2 未安装 JRE，单击[here]，即可进入下载 JRE 界面，下载并安装即可。 

图3-3 Java 运行环境提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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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已安装 JRE，单击[continue]，出现[正在打开 launch.jnlp]页面选中[打开，通过(O)]，单击<确定>

按钮，即可进入安全警告页面。 

图3-4 Launch.jnip 对话框 

 

 

步骤4 在安全警告页面，单击选中[我接受风险并希望运行此应用程序]后，单击<运行(R)>，即可进入存

储控制器页面。 

图3-5 安全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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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5 在添加控制器窗口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单击<确定>按钮，即可进入存储控制器界面 

图3-6 添加控制器对话框 

 

 

3.5  设置业务口IP地址 

步骤1 右键单击主机名 localhost，选择[系统维护/网络配置]菜单项。 

图3-7 网络配置 

 

 

步骤2 更改业务口 IP 地址为：100.1.1.91。 

默认业务口 IP 地址：10.1.1.1 和 10.1.2.1； 

如果插入扩展板，对应默认 IP 依次为：10.1.3.1，10.1.4.1，10.1.5.1 和 1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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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设置业务口 IP地址 

 

 

步骤3 单击<确定>按钮，检查创建后的结果。 

3.6  创建RAID Group 

步骤1 选择[RAID Group 管理/本端 RAID Group/创建]菜单项。 

步骤2 创建一个 RAID Group。创建前，请先检查“物理资源”下磁盘个数是否与实际相同。 

推荐磁盘个数： 

11（RAID5）+1（热备）+11（RAID5）+1（热备）或者：11（RAID5）+12（RAID5)+1（热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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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创建 RAID Group 

 

 

步骤3 （可选）单击<下一步>按钮，确认 RAID LUN 信息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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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RAID LUN信息 

 

 

步骤4 单击<完成>按钮，完成创建。 

3.7  创建RAID LUN 

如果创建 RAID Group 时，没有创建 RAID LUN，则参照如下方法创建 RAID LUN。 

步骤1 选择[RAID LUN 管理/本端 RAID LUN/创建]菜单项。 

步骤2 输入名称（系统自动显示 RAID LUN 大小），选择对应的 RAID 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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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创建 RAID LUN 

 

 

步骤3 单击<确定>按钮，检查创建后的结果。 

3.8  阵列格式化 

步骤1 在 VMS 系统界面选择[系统配置/硬盘配置/阵列管理]菜单项，选中阵列，点击<格式化>按钮，检

查格式化的结果。 

图3-12 阵列格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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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添加相机并配置录像计划 

配置录像计划前，请确认 RAID 成功添加并已格式化。 

此处以 ONVIF 协议接入相机为例介绍录像计划配置。 

步骤1 在 VMS 系统界面选择[基础配置/设备管理/设备/编码设备]菜单项，单击<精确添加>按钮，添加

ipc19。 

图3-13 添加相机 

 

步骤2 在 VMS 系统界面选择[业务配置/录像计划/录像计划]菜单项，单击<添加>按钮，弹出[添加录像计

划]对话框，选中已添加相机通道 ipc19_V_1，单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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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4 添加录像计划 

 

 

3.10  查看录像状态和回放 

查看录像状态和回放前，请确保已配置完成录像计划。 

步骤1 在 VMS 系统界面选择[运维统计/设备统计/录像状态]菜单项，查看已配置录像计划的相机通道

ipc19_V_1 录像状态。 

 

步骤2 在 VMS 系统界面选择[视频应用/回放/中心录像]菜单项，选中已添加相机通道 ipc19_V_1，单击<

查询>按钮，即可看到回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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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5 查询回放 

 



18 

 

 

 

 

 

 

 

 

 

 

 

 

 

 

 

 

 

 

 

 

 

 

 

 

 

 

 

 

 

 

 

 

 

 

 

 

 

 

 

 

 

 

 

BOM：3101C0P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