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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流媒体接入服务介绍

一点通服务平台是为广大监控用户提供的一个广域网访问和维护的平台。平台采用了

最新的云计算技术、广域网互联的穿透技术、网络自动配置技术以及最新的安全加密技术，

解决了困扰用户的设备网络设置、网络安全以及复杂网络的穿透问题，是视频监控广域网

构架的最佳选择。

一点通云服务平台提供多种技术实现网络的自动配置和互通互联。一点通采用虚拟网

络技术，实现了设备自动注册、网格流媒体转发、路由器端口自动映射和全自动网络配置，

具有强网络穿透和网络连接加密等特点。一点通云服务平台实现了网络视频监控无障碍应

用。

1.1 一点通接入服务

一点通流媒体接入服务基于流媒体技术，解决了已有监控系统无法支持手机和互联网

访问的难题，为用户提供了一套完整解决方案。用户无需监控系统的升级和改造，也无需

设备的更新，在已有监控系统地内网中安装一点通接入服务，正确配置以后就可以通过一

点通的专用客户端以及专用的手机客户端完成远程视频查看功能。同时提供的开发包可以

方便地把视频功能集成到已有应用系统中。

一点通接入服务的使用不需要更改已有的监控系统，可以与现有的管理平台并行工

作，为已有的专业平台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一点通接入服务支持市场主流监控产品协议，

并可以方便地扩展其他产品协议，保护已有设备投资。使用一点通接入服务可以快速实现

视频监控系统的互联网访问。

一点通接入服务特点：

一点通接入服务使用简单方便，支持市场主流视频监控产品协议。

一点通接入服务的使用不需要更改已有的监控系统，可以与现有的管理平台并行工

作。

可以通过一点通的专用客户端以及专用的手机客户端完成远程视频查看功能。

支持一路视频多人远程视频查看功能，不受原设备连接限制，上限与带宽相符。

提供的开发包支持视频功能集成到已有应用系统中，一套协议接入主流厂家产品。

可以扩展设备接入协议，支持其他产品接入一点通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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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通接入服务系统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服务器端实现本地设备的接入以及互联

网的接入；客户端分为移动终端和 PC平台两中模式，移动终端支持安卓和 IOS 平台，PC

客户端是系统中的分控部分，可以实现系统管理和视频访问功能。客户端部分主要由六个

部分构成：画面监示部分，设备布局部分，系统配置，系统控制，设备状态，系统录像/

回放，电子地图。

1.2 系统性能指标

支持管理路数：5000 路。

平台单服务器最多支持 512台监控设备视频访问。

服务端最小延迟 5帧数据。

系统分组最大为 64组，权限分 4级。

支持设备类型：汉邦全系列监控产品、海康、大华、安讯士、BOSCH博世、霍尼威

尔、标准MMS协议设备、标准USB摄像头、及各类标准 RTSP 协议的设备。

提供国内大部分监控设备录像文件格式，如海康、大华、汉邦等外，还支持标准的多

媒体文件，如mov/asf/wma/wmv/rm/rmvb/mp4/wmv/mkv/avi/ts 等上百种视频文件

格式。

视频支持H.264 算法，音频支持mp3/aac/g711/pcm/wma/wma pro 等几十种压

缩方式，支持单声道，立体声、6.1 多声道格式。

支持多用户分级、权限、查看与管理权限。

支持云台控制，支持 3D云台控制。

支持集中管理模式，包括帐号、地图、DVR Tree 管理等。

支持快速存储文件（IPSAN）检索功能。

支持USB 设备视频主动上传功能。

可快速获取前端设备各类报警，如断线、移动侦测、传感器输入等。

设备逐级自动上传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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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一点通接入服务典型模式

1.设置服务器：在与监控系统的同一网络内设置服务器，并接入互联网，安装一点通

接入服务软件。

2.添加设备：通过自带工具把需要互联网访问的设备添加到一点通接入服务中。

3.安装客户端软件：在 PC、手机或平板上安装相应的客户端软件，设置接入服务器

参数，验证功能。

4.申请授权：向 service@hbydt.cn 发邮件，告知接入设备型号、路数、联系方式等

信息。

5.授权：向用户发出授权码，超过基础服务数需要支付接入服务费。

1.4 多系统接入服务典型模式

1.建立监控点接入服务器：在与监控系统的同一网络内设置服务器，并接入互联网，

安装一点通接入服务软件并添加设备，开通服务。

2.接入服务器注册：各地接入服务器开通后上报接入服务器信息，由一点通系统配置

二级接入服务器。

3.安装客户端软件：在 PC、手机或平板上安装相应的客户端软件，设置接入服务器

参数，即可实现所有视频监控的直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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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二级接入服务器说明：用户可以自己建立二级服务器，也可以使用一点通系统的服

务器。

1.5 一点通行业应用模式

基于一点通平台，采用一点通提供的协议，可以快速开发出具有实时视频功能的个性

化应用系统。一点通将会在视频监控、行业监管、企业管理、远程教育等各个行业发挥重

要的作用， 同时一点通可以为具有规模应用的市场单独建立子系统，保障行业或地域中

的服务质量。

系统提供的开发包支持将视频功能集成到已有应用系统中，一套协议接入主流厂家产

品，可以大大降低用户的开发工作量。开发包以协议、库和控件的方式提供，支持用户移

动终端软件、PC版软件和网页应用中集成一点通功能。开发简单，只需要一至两周即可

完成视频与应用的融合。

一点通平台建立了良好的安全保障体系，在互联网上系统的安全性能够保护用户的隐

私不被非法访问，只要设备添加到自己的账号下面，即使其他人知道设备密码也很难访问

此设备，双重的保障体系确保视频信息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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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软件安装

2.1 软件安装

安装环境：Windows XP，Windows 7

打开一点通网站，下载流媒体软件，点击安装程序，出现如下界面：

选择“下一步”，接着出现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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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可以选择安装路径，选择完毕后，点击“下一步”，将出现下面的界面：

安装完毕后，会出现如下的安装界面：

点击“完成”，即完成程序的安装。

2.2 服务器注册

服务器正确安装后重新启动，在服务器上菜单中选择执行服务注册与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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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管理：一点通服务正常运行必须确保服务安装并启动，可以通过上面按钮对服务

进行操作。

注册信息：点击获取信息按钮后可以选择导出按钮保存服务器序列号，将序列号使用

电子邮件发到一点通网站，付费后可以得到许可 Key，导入许可 Key 后即可正常工作。

没有导入许可 Key的系统，接入设备数量受限为 16 路。

一点通配置：付费后可以得到配置信息，需要将一点通提供的组名、用户和密码输入，

并点击设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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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快速使用流程

3.1 登录服务器

启动流媒体客户端，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为 super/super，在服务器上登录设置管理

服务器为 127.0.0.1 或本地，远程登录输入要访问远程登录管理服务器 IP 地址：

(本地登录） (远程登录)

点击确定按钮登录，如果有多个视图，自动选择上一次访问的视图。

登陆后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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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注册设备

注册设备是将计划使用流媒体服务的设备注册到系统中，此功能需系统管理员才能操

作。Super 用户为系统管理员，点击主界面菜单栏注册设备按钮：

界面上部显示的是已注册设备列表，下部是增加新设备信息列表，其含义为：

企业编号：为区分用户是哪个逻辑单位，如果不需要划分，可随意填写

产品序列号：通常为设备唯一编号，或设备的MAC地址，通常为DDNS服务使

用（DVR使用了ADSL 拨号上网的情况下使用）。

设备名称：为设备命名，用于设备访问列表显示

设备 IP：设备的 IP 地址，如果使用ADSL 拨号情况（或动态域名），可以不填，

如果是一点通设备，此处可能是虚拟 IP 或设备令牌号，可以自动获取

设备用户、设备密码：访问设备时所需要的帐号和密码

设备通道数：设备的通道数目

设备类型：为系统所支持的各类设备类型，汉邦产品选择汉邦主协议，部分 IP

摄像机需要选择子协议，可以通过连通试验确定。

设备端口号：设备的网络端口，通常 hik 为 8000，DH为 37777，HB为 8101

设备域名：如果使用了域名是动态 IP 地址，必须填，否则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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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播地址：扩展用，为空

设备数据端口：通常为恒亿设备，其他类型默认 6050 即可

宿主服务器：如果设备直接接入本服务器，请填“无”或者空，如果设备接入在

下一级一点通服务器上，请填入正确的流媒体服务器的 IP 地址，此项功能用于建立

多级接入服务。

宿主服务器端口：默认为 600

对于一点通设备，可以输入序列号后点击获取信息按钮，自动获取设备的相关信息。

输入正确的参数以后，先点击增加按钮，然后再点击保存按钮。如果修改设备信息在上部

列表中点击需要修改的设备，输入新参数后选择修改，然后再点击保存按钮。删除操作完

成后，同样要点击保存按钮。

3.3 添加设备

注册后的设备还不能直接访问，需要将设备添加到设备列表中才能够使用，系统支持

为不同的用户建立多个列表，方便对用户访问权限的控制。此项操作只能由系统管理员或

管理员进行。

登陆系统以后，左边的列表会激活，根据项目中设备的分布组织情况，可以通过灵活

地添加节点，完美地表达和查找设备的信息。

右键选中 的图标---增加-----增加设备：

在已注册的设备列表中选中要添加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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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列表中的设备即为设备注册后的设备列表，选择其中一个，点击选择按钮，一台设

备添加过程完成。一次可以选择多个设备批量添加，一次完成多台设备的添加工作。可以

输入设备名称后点击查找按钮快速定位设备位置。

设备列表可以通过灵活地添加节点，建立一个树形结构，方便设备的管理和访问。在

右边树结构当中，可按地理或逻辑组织结构先增加子节点或并列节点（相当于文件夹）,

再增加设备。

右键选中 的图标---增加-----增加子节点或并列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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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选中子节点后添加设备，即可将设备添加到本节点下面。

重要：添加设备以后，选择主菜单设备列表，点击保存按钮将设备信息上传服务器保

存。

3.4 用户注册

点击主界面上方配置按钮，然后选择用户设置，即可进行用户管理操作。用户可以授

于不同的级别，对于查看录像的用户设置为高级用户级或操作员级。此项操作只能由系统

管理员或管理员进行。

如果需要对不同的用户所访问的设备进行区分，需要建立组，系统可以为不同的组建

立不同的设备列表。

用户设置界面图如下：

直接在界面左下方输入账号信息，点击增加和保存按钮，即可完成用户的添加。在界

面的左面可以建立组，在上方选择一个未用组名，修改名称后点击修改和保存按钮即可。

角色用于确认用户的权限，用户分组用于更方便地管理用户，系统支持为不同的组分配不

同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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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管理员具有所有的权限，高级管理员不能注册设备、添加设备、编辑设备、设置

列表树的访问权限，高级用户和普通用户只能查看已经分配好的录像信息，普通用户不能

控制云台。

3.5 设备列表管理

当设备列表建立完成后，点击界面上方的“设备列表”按钮，可以通过复制、增加子

结点、并列结点和设备等操作构建多个设备树结构。此项操作只能由系统管理员或管理员

进行。

如果需要为不同的组用户设定不同的访问权限时，需要使用本功能建立不同的设备列

表，并为各组授权可以访问的设备列表。

点击界面上方的“设备列表管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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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按钮：添加设备和地图设置以后，需选择主菜单设备列表，点击保存按钮将设备

和地图信息上传服务器保存。

客户端会从服务器中下载所有设备树视图，每个不同的设备树结构以一个名称标识，

称为设备视图，每个视图可设置不同的权限，当某个视图分配给某一组后，某一组才可切

换访问这个视图。

选中视图名称，然后在下方选择可访问的组，点击修改访问权限即可完成对组访问权

限的设定，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可以将已经建立好的设备列表使用另存为功能保存为一个新设备列表，然后切换到该

列表（视图）对列表进行编辑修改，这样可以快速建立不同的设备列表。也可单独设置视

图的访问权限。

可以选择不同的视图，点击切换到该视图按钮，完成不同视图间的切换。

以上工作完成后，不同的用户登录后即可进行对自己权限范围内的设备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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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系统配置

概述：客户端分控作为监控项目的一部分，也可以对系统各组成部分进行配置，主要

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户端自身的配置，另外一部分是对服务端的各项参数进行配置。客户

端配置客户端本地的各项参数，包括运行的环境参数，用户帐号及权限的定义，录像参数

等。客户端对设备端的参数配置决定系统应用的方便性，本系统中，客户端除服务端自身

的录像盘和通道遮挡参数外，能对其他所有参数进行配置。

4.1 设备重新配置

当设备端用户帐号进行了修改或者 IP 地址变化或端口

做了修改以后，客户端信息要进行必要的修改，才能访问

设备。操作方法：右键设备图标，可以重新配置设备，出

现如右界面：

选择修改设备后进入如下界面：

完成设备信息的修改和设备访问权限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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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连接通道配置

概念：网络协议，是客户端连接服务端图像时使用的网络协议，如 TCP，RTSP，UDP

等。主码流/子码流：因为服务端同一通道支持两个码流，使得设备端的主码流可以用来

存储高清晰的录像文件，子码流一般图像的清晰度和分辨率要比子码流低，用于网络传送，

但用户也可以在客户端连接主码流，根据实际情况需要。

操作：从右边树中找到需要更改的通道摄像头图标，右键，出现如下界面：

选择配置，出现如下界面:

通道名称：在树结构中显示的文字，可以任意修改

通道号：即设备端的第几个通道

网络协议：连接时使用的网络协议

码流类型：如上介绍，分为主码流和子码流两种，用户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选择。

4.3 本地配置

点击系统菜单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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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储盘信息，列出本地磁盘以及磁盘信息，此项选择为客户端录像选择存储盘，选

择时需要注意磁盘的大小，要注意剩余空间的大小必须大于 400M以上，否则客户端

无法录像。选择录像硬盘后点击确定按钮后再退出。

 录像设置：打包时间是用户如果进行了客户端录像后，系统会按输入的时间长度，

对文件进行自动打包，存储模式固定为循环存储。

 抓拍路径：即在连接视频时抓图保存的路径，在回放抓拍时也是保存在此路径中，

选择后点击确定按钮后再退出。

 抓拍路径即在连接视频时抓图保存的路径，在回放抓拍时也是保存在此路径中

 切换时间，本系统支持客户端图像分组自动切换，即相隔多少时间切换下一通道的

图像。

 报警自动弹出地图，即设备端发生报警后，是否自动弹出地图来进行标识报警的通

道或报警的设备。

 报警声音提示，即接受到报警后，系统会播放安装目录下ALARMWAVE.WAV 文

件，用户可录音编辑该文件来选择合适的声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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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远程配置

远程配置即用户对添加到树结构中的设备进行参数配置的操作。先选择需要进行配置

的设备节点，右键设备图标，选择远程配置设备，出现界面如下图：

根据不同设备类型略有不同。

4.5 设备树视图管理

4.5.1 设备列表说明

当设备注册后，可根据不同用户组的权限建立不同的“设备树结构”，称为设备视图，

这样可以精确到不同组看到不同特定的摄像头。每个不同的树结构就是一个不同的设备视

图。

4.5.2 树结构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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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增加子结构，并列结点，设备等操作构建不同的树结构。

当树结构建立完成后，点击顶面板中的“切换设备树”按钮：

客户端会从服务器中下载所有设备树视图，每个不同的设备树结构以一个名称标识，

称为设备视图，每个视图可设置不同的权限，当某个视图分配给某一组后，某一组才可切

换权限内的视图。

也可单独设置视图的访问权限。

注意，只有管理员级别才可操作。

4.6 地图管理与使用

管理结构与使用权限与设备树视图类似，通过主菜单配置按钮进入下面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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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下面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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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根据不同权限选择不同的地图，详见使用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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