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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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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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使用流媒体接入服务

2.1 登录客户端

客户端系统是系统中的分控部分，利用网络的连接，完成视频访问和系统管理的功能。

1）启动流媒体客户端软件：默认的用户名和密码为 super/super，访问本服务器管

理服务选为 127.0.0.1 或本地，也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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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登录后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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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系统后，控制面板中的部分或全部按钮也将激活(根据用户权限确定)。软件界面

分为五个主要部分：系统菜单部分，设备列表部分，云台控制部分，画面显示部分，报警

及日志部分。

3）在系统工作以前，必须先注册并添加设备，以备后台服务与前端设备进行连接，

确认设备是否在线。

2.2 系统菜单部分

系统菜单位于软件界面上方，包括回放、地图、日志、配置、切换用户、设备列表和

注册设备等项目。

 回放：打开回放点播器，可回放本地、或磁盘阵列上的文件，具体见相应章节。

 地图：与客户端形成联动，可直接从地图上选择视频，具体见相应章节。

 日志：用户可查询系统报警日志

 配置：完成系统参数配置和用户设定功能，具体见安装配置手册。

 切换用户：重新选择用户登录系统。

 设备列表：系统可建为用户建立多个不同设备组织结构图用于分配不同的设备。

 设备注册设备：用于进行设备注册，具体见安装配置手册。

2.3 设备列表部分

所有设备都显示在一个树形结构中，树形结构包括设备的所有信息，如设备名、IP 地

址、布防状态、访问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设备端口、连接状态、设备报警输入状态(设备

巡检)、通道，设备的操作菜单、通道及通道配置、切换设置等。树结构控件既能立体展现

设备的安装结构，又能进行所有的操作。

列示所有设备及状态信息。树节点类型一共 6种。

普通结点，以 的图标显示。由它构成DVR组成结构。

设备结点，由 图标表示。通过此节点右键菜单，可以远程配置设备的参数和设备

属性的更改。如果此节点删除了，它的所有子节点将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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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属性节点，以 图标表示，下面的节点均表

示设备的属性，由用户添加设备的时候填入。

设备 IP 节点，以 表示，如果在局域网内或有固

定IP的互联网上使用，可以填此IP，如果象类似ADSL

没有固定 IP 的情况，可以不填 IP，直接填域名即可。

如果是一点通设备，此处可能是虚拟 IP 或设备令牌

号，不能随意修改。

设备域名节点，以 表示，如果在局域网内，可以

用它来表示计算机名。如果在互联网上用，则需要填

入正确的域名(如果设备没有固定的 IP)

登录设备所使用的用户名节点，以 表示，此用户名和下面的密码为设备端权限管

理里面定义的用户名密码，与客户端本地配置里使用的用户名和密码不同，客户端本

地的用户名和密码是决定本地操作权限，而此用户名和密码则表示对设备端操作所拥

有权限的用户名和密码以及权限优先级，不可混淆。

密码节点，以 表示，与设备的连接状态节点。

许可用户节点，以 表示，在客户端的用户帐号有三级，即系统管理员，

高级操作员和一般操作员，在较高权限的用户添加设备时，可以指定该设备的访问权

限，即哪级用户可以访问该设备，一量设置该权限后，不具备权限的客户端用户将无

法访问该设备的所有通道。

摄像头通道节点，以 表示，其中的名称可以编辑，当用户双击该节点时，

可以打开该节点所表示的通道图像。如果再次双击，则会关闭当前通道的图像。

 表示流媒体服务器

 为流媒体服务器端口

2.4 画面显示部分

该部分显示前端设备连接的图像，最多支持 36 画面，分别为 1画面、4画面、6画

面，9画面，7画面，13画面，16画面和 25画面等。由用户选择所需的浏览模板。不固

定显示器分辨率，自适应现实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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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云台控制部分

云台控制面板位于软件界面左下方，设备列表树的下方，用于云台、镜头的远程控制

和预置点的操作。

2.5.1 云台和镜头控制

包括方向控制、镜头控制、速度控制和预置点操作。

2.5.2 录像控制

在连接画面后，如果录像，将通过下面的界面实现:

如果是某一通道进行录像，先单击连接的画面，单击录像按钮，该画面开始录像，同

时对应的视频窗口边框会变成蓝色，如上图，如果需要停止录像，先点击需要停止录像的

画面，直接点击停止，视频窗口边框会变成绿色，也可以通过在视频窗口上点击鼠标右键

在菜单上选择全部录像或全部停止来控制所有连接的通道的录像和停止录像。

2.5.3 图像参数调节

图像参数包括亮度、对比度、色度、饱和度，如果

需要进行调节，先点击连接的画面，再通过下面的面板

进行调节，也可以通过默认值恢复系统的默认状态。

在图像的查看过程中，如果需要抓拍某些细节，可

点上图中抓拍图片，抓拍的图片直接保存在与存储录像

文件相同的目录中。

预置点

云

台

控

制

速

度

录像

hf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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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抓拍图片

点击选中的图像，然后点击抓拍按钮：

2.5.5 查找设备

当设备树结构中设备较多时，可通过设备名

称查找来快速定位设备。

2.5.6 显示模式切换

点击模式切换按钮，选择视频画面的格式，可以为单

画面、四画面至 64画面。

2.6 报警与日志部分

系统报警及日志位于软件界面下方，用于显示系统中设备的报警信息。

 报警类型：包括设备断线，移动侦测、硬盘错误等。

 报警设备：标识是哪个设备出现报警，单击该项后，左边设备树中会自动定位到

该设备

 编号：通常指哪个视频通道或报警输入通道

 处理结果：报警项需要人工干预，对于紧急报警，例如外报传感器或紧急按钮，

用户需要双击该项，打开视频后，才显示已经处理，否则系统报警提示音会一直响。

 时间：报警发生的时间

抓拍 在列表中查找设备

模式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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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别：分为两级，外设传感器和紧急按钮为 1级，其他报警类型为 2级

点击系统菜单中的日志按钮，可以查看服务器的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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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视频预览

3.1 设备状态

设备分为两种状态，在线或断线，例如下图：

3.2 查看录像

查看录像有两种方式，一是选中视频窗口，然后再设备列表中找到对应的设备，双击

通道名即可打开视频，二是先选择需要进行配置的设备节点，然后点击右键，如下图：

设备在线

设备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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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选择查看全部视频、关闭全部视频、语音对讲等项目。

3.3 视频操作

在视频窗口上点击右键，如下图：

可以选择查看关闭视频、关闭全部视频、录像操作、全屏显示切换等项目。

3.4 自动轮巡切换

在监控项目中，服务端负责收集信息，只能处理某一区域内的图像或报警信息，客户

端分控能连接所有设备的图像，同时接受来自设备端的报警信息，但在较大的项目中，往

往会有上百甚至上千个摄像头，客户端由于硬件资源的限制，不可能同时连接成百上千个

摄像头的图像，由此类似于服务端矩阵功能的轮巡切换功能就显得十分重要了，客户端可

以连接几十甚至上百台设备，而又不需要同时查看设备端的图像，只需要在一定的时段内

能过自动切换不同设备的图像就可以了解前端情况。

操作，右键某一画面，出现上图菜单，选择分组切换设置进入下面的界面：



13

如果点击全部刷新，系统将默认所有摄像头自动加入到列表中，按照列表顺序进行自

动切换，包括电视墙。如果不需要某些通道参与轮切，可打勾后点删除。

注意上表中的切换顺序可拖动。

配置好后，可右键开始轮巡进行自动切换。

切换参数可以设置，通过主菜单配置按钮进入下面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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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录像文件的存储设置

除在服务端录像回放外，客户端也可以进行录像/回放，自动循环，自动切录像盘。

用户可以指定本机保存录像和图片的位置，点击系统菜单配置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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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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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录像回放

4.1 视频录像

功能说明：可以对接收到的视频进行录像。

 鼠标右键点击视频监控区域任意一个窗口，在弹出的

右键菜单中选择“录像”按钮即可开启视频录像功能和停

止录像，如右所示，当系统开启录像时，窗口显示会变为

蓝色。当录像停止时显示绿色。

录像保存的硬盘在系统菜单点击配置按钮选定。

4.2 录像回放

功能说明：可播放本地的录像文件和远程播放文件

 点击菜单栏中的回放按钮回放本地图像，主界面如下：

回放控制界面说明：

播放控制 图像颜色控制 声音 图像剪辑 选择文件抓拍

保存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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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启动回放程序应点击控制界面的保存路径按钮，选择工作文件夹，用于本地保

存录像文件。

4.2.1 本地文件回放

点击控制界面的选择文件按钮，选择录像文件，录像文件将显示在右面的文件列表中，

双击文件名即可在选中的视频窗口上播放。

播放器支持主流的视频格式，同时支持主流视频监控厂家的文件格式。

播放控制：

说明：部分功能根据不同的文件格式支持会有差异。

4.2.2 视频文件剪切

在录像文件回放过程中，可以对录像文件中间重要的部分进行剪切，保存为一个独立

的文件。在文件播放过程中点击起始帧的输入框，当前帧号将自动填入，同样在文件播放

过程中点击结束帧的输入框，当前帧号将自动填入，点击剪切按钮系统将自动开始剪切工

作，将起始帧和结束帧间的录像保存为一个新文件。

抓拍的图片和剪切以后的视频都自动保存在工作文件夹中。

4.2.3 远程文件回放

系统支持对远程存储服务器上的录像进行检索和回放，其操作界面如下：

抓拍

单帧进退播放操作

图像剪辑

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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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输入服务器的 IP 地址，选择开始和结束日期和时间；可以在设备名称处输入需

要检索的设备录像，或者点击检索设备按钮获取所有的设备列表；根据需要选择通道和录

像类型，点击录像检索按钮即可在右上方显示出录像列表。

请注意本检索功能不能直接从设备上检索录像。

点击录像下载按钮可以将服务器中的录像下载到本地保存，也可以使用录像上传按钮

将录像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录像检索 录像下载 录像上传 保存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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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电子地图

5.1 电子地图概述

随着监控系统的不断扩大，往往在一个监控系统中，存在数百个摄像头甚至上千摄像

头及辅助的报警设备，区域也由传统的小范围扩大到一个很大的区域甚至一个城区的某个

区，面对如此多的设备，我们如何及时了解和掌握这些情况呢？所以对于监控区域内设备

的布防情况准确及时的掌握将十分有助于及时处理警情，增强用户对监控区域的立体控

制。电子地图作为监控的一个辅助部分，增强系统的方便性及系统的直观性，在本系统中，

主要承担显示报警的通道和外部传感器。当系统发生报警以后，电子地图会自动弹出(依赖

设置)闪烁标识报警的目标，使用户及时准确掌握发生警情的位置以便迅速作出处理。

地图中的目标定位按像素确定，支持各种主流类型的背景图，对于更为精确的地理区

域（不能从专业地理测绘部门获取的地理区域精度）可快速通过人工绘制并投入使用。精

度可控制在 5米以内。另外，系统可与GPS 系统融合，由GPS 定位系统发送目标位置，

由系统负责显示和定位。

5.1.1 电子地图功能简介

 支持鸟瞰图，当前显示区域以红虚线标识，可快速在鸟瞰区点击定位到感兴趣

的区域。

 多层次的立体树状结构，更有助于安防系统的描述

 电子地图的分层结构

 类似GOOGLE 的拖动功能

 清晰的设备分类及表达

 双向自动定位布点目标，即双击树中某个布点目标时，系统会在地图中自动找

到该目标并显示到中间部分闪烁标识。在右边地图显示区域中单击地图时，会

在树状结构中框出目标对象。

 目标查找功能，即可以输入目标名称或 IP 或通道号，可以快速准确定位到目

标位置，并在地图上显示该目标。

 显示区域的布点对象可快速通过鼠标移动到相应的位置，不需要繁锁的菜单操

作。

 目标醒目的提示，即无论是查找目标还是发生警情时，系统会闪烁标识目标对

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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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图支持 BMP,JPG,PNG 等十几种文件。

 与监控系统的无缝连接配合，即当发生警情时，电子地图以极小的系统开销来

快速反应报警点的位置。

5.1.2 电子地图界面介绍

作为安防监控中的电子地图，不需要像GPS或 GIS 中那样精确，同时又避免诸如此

类软件对系统的额外开销需求，本系统中采用的电子地图结构将既实用又减少成本投入。

界面图如下：

电子地图的五类图标：

 即监控区域的组织结构信息，如上图中，”北京地图 1”以文件夹图标表示，

可任意添加来构成监控区域的逻辑组织结构

 地图标识， 上图中如”北京”，以 中国地图的图标标识

 背景文件，上图中”北京.jpg”，将显示在右边区域内。以 图标表示

 前端摄像头，以 图标表示，具体布点的摄像头将以 图标表示

 前端探测设备。以 图标表示，具体布点以 图标表示

地图的显示约定：

在右边地图显示区域内，具体摄像头将以 图标来显示，报警探测器将以 来表示。

当发生警情或查找目录时，摄像头以 和正常显示互相切换闪烁标识，报警设备将以

和正常显示的图标互相切换闪烁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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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图为用户设定的背景文件。

5.2 建立电子地图

首先选择地图视图：点击配置----地图使用与管理，选择视图，然后点击切换到该视

图按钮：

系统初始有一个缺省地图，可以直接选择使用，也可以在地图名称栏输入新的地图名

称，点击另存为按钮建立一个新地图。

重要：地图设置完成后，要在本界面点击保存按钮将数据上传服务器保存。

点击主菜单菜单地图按钮，新建组织结构节点，然后根据需要在根节点下建立子节点

或并列节点。右键树中某一组织结构中的节点，出现如下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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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子节点或并列节点，输入名称即可。所有名称可以更改，方法是在节点上点击鼠

标右键，选择重命名输入新名称。

建立地图在节点上点击鼠标右键，增加--选择地图，弹出下面界面：

输入地图名称，选择已有的地图图片为背景图片，即可建立一个地图。界面的左下角

是地图的全景，可以在上面进行地图漫游。

如果地图层次比较多，可重复上面步骤建立更多的地图。

当一个新的地图建立完成后，双击地图的 节点，将打开地图，在右边的显示区域内

显示地图。

5.3 电子地图的联动

正确设置后，客户端接受到报警后，自动弹出地图，并打相应的图层，上下、左右居

中显示该点。

5.3.1 定义监控点

双击打开某一图层，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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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键地图区某一点，出现如下菜单：

选择增加摄像头，出现如下菜单：

名称：可任意定义

DVR名称：此下拉框中的设备名称根据客户端中用户添加的设备名称，此参数很重要，

因为当客户端接受到报警后，通知地图时会告诉是哪个设备出现报警，所以不能填错，否

则系统将系统将无法定位该点。

通道/报警输入编号：为视频通道号或DVR报警输入的输入号。

输入参数后即可在鼠标点击的位置增加一个摄像头。

增加报警器：操作如上，选择增加报警设备，输入名称，选择设备和通道号。

位置的选择：当增加好设备以后，如果需要调整对象的位置，只需要点下目标，拖动

到合适的位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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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信息的重新编辑：选择需要编辑的摄像头或外部探测设备，右键属性，即可重新

设置对象的属性。

如果客户端需要查看的前端服务器可能很多，特别是在网络应用时由于使用花生壳或

TCP MAPPING 软件，多个服务器可能使用一个对外的 IP 地址，只是不同的端口号进行

区分，所以在客户端电子地图布点时，除了类型和通道号或报警输入号必须对应外，摄像

头或探测设备的服务器名必须与客户端中增加的服务器的名称对应，否则电子地图将无法

区分是哪个服务器报警，将不能显示报警区域。

5.3.2 参数设置

在系统主菜单点击配置按钮，进入下面界面：

选中报警自动弹出地图，发生报警后对应的地图将自动弹出。。

5.3.3 报警布防

在设备列表的设备节点上点击鼠标右键显示菜单，选择布防或撤防，布防后系统会相

应报警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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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报警响应

当报警产生后，电子地图会实时响应报警点，自动弹开地图，并定位到相应的层图，

上下/左右居中显示该点，并闪烁标识。

报警联动支持以下几种情况：

 前端设备产生移动侦测报警

 前端设备通道产生视频丢失报警

 前端设备产生遮挡报警

 智能分析报警，例如入侵、人员密度、方向等。

通过地图查看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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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该点后，系统会在第一小窗口显示该视频。

回放文件定位：

在进行文件回放或远程点播时，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进行地图定位回放，即用户

在查看历史文件时，可以知道该视频文件在地图上的位置，当选择多个文件时，GIS 会间

隔一段时间自动跳到下一个选择文件所在的地理位置。

5.4 电子地图的查找功能

如果需要查找某个摄像头或外部探测设备，右键点击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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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如下界面：

输入目标名称、服务器名、服务器 IP 中的一项即可，找到第一个目标结束，系统会

自动打开该节点的父节点，以方框标识对象，并打开其所在的地图在显示区域闪烁标识该

对象。

如果在右边的树中需要查看某个地图中的某个摄像头或探测设备，双击该节点，系统

会自动将目标显示在中心位置并闪烁显示 4次。

如果在地图显示区域内要知道某个摄像头或探测设备所处的组织结构位置，只需要单

击该对象，左边的树结构会自动打开相应的结点，以方框标识该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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