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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介绍 

1.1 产品简介 

度⽬视频分析盒 G1-Lite 是百度⾃主研发的智能边缘计算盒，可为⽹络摄像机、抓拍机

等多种前端设备提供视频分析能⼒，⽀持⼈脸检测、跟踪、1：N 识别、属性分析、戴

⼝罩识别等多种算法。此设备采⽤英伟达 Jetson TX2 NX 芯⽚及嵌⼊式 linux 系统，

可⽀持 8 路摄像头。度⽬视频分析盒可本地单机使⽤，也可接⼊云端的「乘⻛平台」进

⾏多设备管理，同时提供了丰富的接⼝⽀持⼆次集成与开发，可在社区、楼宇、园区、

校园、商场等多个场景构建⽆感考勤、通⾏管理、陌⽣⼈识别等「端云⼀体」解决⽅案。 

 

1.2 功能简介 

1.2.1 实时预览 

l 实时预览视频流及相应的抓拍、⽐对结果 

l ⼈脸⽀持戴⼝罩、性别、年龄等多种属性检测能⼒ 

l ⽀持 1 分屏、4 分屏、9 分屏全屏预览 

l ⽀持 HDMI 接⼊ QT 端进⾏⼤屏展示 

l ⼤视频分辨率 1080P 

 

1.2.2 抓拍记录 

l ⽀持抓拍记录的检索、查看、导出、批量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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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持按抓拍时间、设备通道、识别结果进⾏检索 

l ⽀持对陌⽣⼈进⾏注册，或导出后进⾏批量注册 

1.2.3 ⼈员管理 

l ⼈员组的新建（⿊名单、⽩名单）、编辑与删除 

l ⼈员的注册、标签编辑、批量注册/导出 

l ⼤⽀持 10W ⼈员注册 

1.2.4 设备管理 

l ⽀持 8 路⽹络摄像机的视频流接⼊ 

l ⽀持 ONVIF、RTSP、GB/T28181 视频接⼊协议 

l ⽀持 16 路抓拍机、⻔禁机的图⽚接⼊ 

l ⽀持 GA/T1400 图⽚接⼊协议 

l ⽀持⼈脸⻆度、⼈脸亮度、⼈脸清晰度等质量过滤参数调节 

l ⽀持离开抓拍、间隔抓拍、快速抓拍三种抓拍模式及相应参数调节 

 

1.2.5 ⼈脸⽐对 

l 本地 WEB 端⽀持 1：1 ⼈脸⽐对 

l 本地 WEB 端⽀持 1：N ⼈脸检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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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系统设置 

l ⽹络设置——配置设备的 IP 地址、DNS 服务器 

l 时间设置——配置设备的时间、NTP 服务器 

l 运维系统——查看硬件信息、系统⽇志；运维功能、个性化设置、存储管理、

软件升级、设备重启、清空记录、硬盘格式化、恢复出⼚设置、恢复默认设置 

l 安全设置——https 相关设置 

1.2.7 平台接⼊ 

l 数据推送——开放标准、简单的 API 接⼝，⽀持 HTTP、FTP，⽅便⼆次集成开

发 

l 乘⻛接⼊——分为【单机模式】、【乘⻛公有云】、【乘⻛私有化】三个板块，

默认选择单机模式的⼯作状态 

l 视图库——⽀持 G1/T1400 数据传输协议 

l Websockect——⽀持 Websocket 协议 

1.2.8 业务应⽤ 

l 事件联动——⽀持本地继电器配置、GPIO 配置、⽹络继电器配置 

l ROI 设置——⽀持选择通道、设置识别区域、设置屏蔽区域、清空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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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外观简介 

1.3.1 接⼝描述 

设备上的接⼝连接器和配置跳线的位置，如图 1-1 所示。表 1-1 列出板上连接器的⽤

途。本节将给出每个连接器各引脚的信号及定义。 

 

 

图 1-1 接⼝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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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器 功能 尺寸 

J1 主板接口 - 

J3 12V 电源接口 1 3.81mm-1×2Pin 

J4 USB3.0 - 

J5 SATA1 接口 - 

J6 USB3.0 - 

J7 HDMI - 

J8 SIM 卡 - 

J9 485 匹配电阻 2.0mm-1×2Pin 

J11 M.2 接口 - 

J12（CON） 多功能接口 2 2.54mm-2×6Pin 

J13（COM） 5 线串口 DB9 公头 

J15 TF 卡接口 - 

J16 12V 电源接口 2 DC-005 

J17 调试接口 Micro USB 

J19 SATA1 接口 2 MINI PCI-E 

LAN1 网络接口 1 RJ45 

LAN2 网络接口 2 RJ45 

J42 复位按键 - 

LED1 电源指示灯红色 - 

LED2 状态指示灯绿色 - 

表 1-1 接⼝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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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多功能接⼝说明（J12/CON） 

 

图 1-2 多功能接⼝示意图 

 

 

引脚 信号定义 引脚 信号定义 

1 RS485_A 2 RS485_B 

3 CAN_H 4 CAN_L 

5 NORMAL_OPEN 6 COMMON 

7 NORMAL_CLOSE 8 GND 

9 GPIO_IN1 10 GPIO_IN2 

11 GPIO_OUT1 12 GPIO_OUT2 

表 1-2 多功能接⼝说明 

 

1.3.3 状态灯说明 

信号灯状态 代表含义 

常亮/常灭 运行异常：程序未启动/程序崩溃 

闪烁间隔 5s 鉴权失败 

闪烁间隔 1s 正常运行 

闪烁间隔 300ms 硬盘挂载失败 

表 1-3 状态灯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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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快速开始 

2.1 物料准备 

物料 数量 备注 

设备主机 1 台 随设备提供 

电源适配器 1 副 随设备提供 

设备壁挂 1 副 随设备提供 

⽹络摄像头 若⼲ 需另外配置 

电脑 1 台 需另外配置 

⽹线 若⼲ 需另外配置 

交换机 1 台 需另外配置 

表 2-1 物料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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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场景搭建 

将前端 IPC、分析盒主机、电脑，接⼊交换机，并且使所有的设备处于同⼀个⽹段下，

在本地 WEB 端的浏览器输⼊接⼊分析盒主机的⽹⼝地址，即可进⼊设备管理和配置⻚

⾯。硬件连接图例和系统参数要求如下。 

 

图 2-1 最⼩场景搭建 

 

项⽬ 参数 

本地操作系统 Windows、macOS、Linux 

浏览器 Chrome(推荐)、Firefox、Edge 

主机⽹⼝ IP 

Lan1: 192.168.1.188（默认） 

Lan2：⽤户⾃定义 

默认登陆账号 admin 

表 2-2 系统参数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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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本地快速配置 

1. 按上述⽅法搭建好使⽤场景后，在本地端浏览器输⼊分析盒主机的 IP 地址：（以⽹

⼝ 1 默认地址 192.168.1.188 为例），跳转进⼊“登陆界⾯”，输⼊密码，点击登陆,进⼊

本地客户端⻚⾯。 

 

图 2-2 登陆界⾯ 

2. 初次登录界⾯后需要进⾏设备初始化，单击下⼀步进⾏设置密码界⾯。 

 

图 2-3 设备初始化 

3.⽤户在该⻚⾯输⼊密码（密码⻓度为 5-15 位，且仅由字⺟、数字和英⽂下划线组成，

密码区分⼤⼩写）并⼆次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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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设置密码 

4.单击下⼀步进⾏密码提示问题确认，密码提示问题 1：您所在公司的名称为？密码提

示问题 2：您所在公司的创办年份？密码提示问题 3：您所在公司的注册地址？填写后

单击提交后进⼊预览界⾯。 

 

图 2-5 设置密码提示问题 

5.点击左侧「⽹络设置」，选择接⼊的⽹⼝，点击「编辑」，模式选择「静态」，修改

主机的 IP 地址，以保证主机、前端 IPC、本地电脑等所有设备在同⼀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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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6 修改主机 IP 地址 

6．点击左侧「系统设置」—「时间设置」，校验主机的系统时间 

l 可以⼿动设置系统时间：点击「系统时间」，选择「此刻」，即可同步本地端的时

间。 

 

图 2-7 ⼿动设置本地时间 

 

l 也可以采⽤ NTP 时间服务器，点击「NTP 设置」，启⽤后配置服务器地址、端⼝

等信息即可。 



 16 

 

图 2-8 设置 NTP 时间服务器 

7. 点击左侧「⼈员管理」，进⾏⼈员组的创建和⼈员的注册 

l 点击「创建⼈员组」，输⼊组名称和组类型（此时也可以直接选⽤默认⼈员组）。 

 

图 2-9 创建⼈员组 

l 选择创建的⼈员组，点击「添加⼈员」进⾏单个⼈员的注册，或者点击「批量导⼊

/导出」进⾏⼈员的批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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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 ⼈员注册 

8. 点击左侧「设备管理」，进⼊设备管理列表⻚，点击「添加设备」后，进⼊设备配置

界⾯（以视频模式为例），选择相应的协议类型（⽀持 ONVIF、GB/T28181、RTSP 等

协议），根据场景配置抓拍策略、⼈脸质量要求、⽬标⼈员组等。 

 

图 2-11 添加设备 

9. 点击左侧「实时预览」，进⼊实时预览界⾯，即可查看前端 IPC 传回的实时画⾯及

相应的抓拍结果、识别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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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实时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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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说明 

3.1 实时预览 

点击左侧导航栏「实时预览」，进⼊本功能⻚⾯。⽤户可以实时预览接⼊的视频流，并展示

实时的⼈脸的抓拍结果和识别结果。 

3.1.1 选择分屏和通道 

l 通过下拉框选择显示⼈脸框、隐藏⼈脸框。 

l 通过下拉框选择分屏数量，⽀持 1 分屏、4 分屏、9 分屏三种⽅式。如图 3-1 

l 选择通道：通过下拉框选择通道。（只有添加了视频设备的通道，才会被选中，

未添加的通道不可选） 

l 可翻⻚浏览，1 分屏按 1-16 通道顺序排列，4 分屏每⻚按照 1-4、5-8、9-12、

13-16 的通道顺序排列，9 分屏每⻚按照 1-9、10-16 的通道顺序排列。 

l 单击画⾯右下⻆全屏键可放⼤⾄全屏，按 esc 后返回。 

 

图 3-1 实时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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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抓拍结果和⽐对结果 

l 在下边栏实时显示抓拍到的⼈脸图⽚，其中陌⽣⼈会⽤橙⾊边框显示，点击图⽚后

会弹窗显示图⽚详情，点击图⽚后会弹窗显示图⽚详情，包括：原图、通道号、通

道名称、抓拍时间。如图 3-2： 

 

图 3-2 抓拍结果详情 

l 在右边栏实时显示抓拍图的识别结果，绿⾊表示⽩名单识别结果，红⾊表示⿊名单

识别结果，点击【详情】后会弹窗显示图⽚详情，包括：抓拍图、抓拍时间、原图、

所在组、组类型、姓名等注册时填写的标签。如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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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识别结果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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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抓拍记录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抓拍记录」，进⼊本功能⻚⾯。⽤户可以查询抓拍到的⼈脸图图及⽐对

结果，⽀持按条件导出记录、批量导出，⽀持对陌⽣⼈进⾏注册。 

3.2.1 抓拍记录预览 

l 展示抓拍到的⼈脸图、与对应⼈员组图⽚（若是陌⽣⼈，则对应⼈员组图⽚置空）、

抓拍时间、抓拍通道、⽐对相似度、所在⼈员组。如图 3-4： 

l 系统默认显示当天的全部抓拍记录。可以按照抓拍时间、抓拍通道、以及识别结果

类型（⿊、⽩名单、陌⽣⼈）筛选展示。 

l 当⼀个成员被移除⼈员组后，以前在抓拍记录⾥的⽤户类型标签（⿊、⽩名单）不

变。若被移除⼈员组后，再次被抓拍，则⽤户类型会展示为陌⽣⼈。 

 

 

图 3-4 抓拍记录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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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抓拍记录的导出与删除 

l 单选框选中对应的抓拍记录后（可多选），会在右上⻆显示删除图标，点击「删除

图标」即可删除相应记录，点击「导出」即可导出相应记录。如图 3.5 

 

图 3-5 勾选抓拍记录 

l 点击「批量导出」，选择需要导出的抓拍记录的起始序号（序号会依照抓拍时间、

抓拍通道等筛选条件的变化⽽变化），单次 多导出 2000 条，导出结果会以 excel

表格形式保存到本地。如图 3-6 

 

图 3-6 批量导出抓拍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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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持抓拍结果按条件导出，选择需要导出的时间、通道、识别结果。单击序号左侧

✓进⾏全选，单次 多导出 2000 条，导出结果会以 excel 表格形式保存到本地。

如图 3-7 

 

 

图 3-7 按条件导出 

3.2.3 陌⽣⼈注册 

l 对于抓拍到的单张陌⽣⼈，在抓拍记录列表⻚右侧点击「注册⼊库」，选择好⼈员

组，编辑⼈员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8 

l 也可以先批量导出陌⽣⼈抓拍记录的 excel 表格，接着在「⼈员管理」（详⻅ 3.3.2）

⻚⾯进⾏⼈员的批量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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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8 陌⽣⼈注册 

3.3 ⼈员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员管理」，进⼊本功能⻚⾯。⽤户可以按照不同类型（⿊名单、⽩名

单）创建和编辑⼈员组，在⼈员组中可以注册单个⼈员，批量注册⼈员，或进⾏⼈员批量导

出。 

3.3.1 创建⼈员组 

l 点击「创建⼈员组」，输⼊组名称，选择组类型，点击「确认」即可。其中组类型

分为⿊名单、⽩名单两种。系统提供了⼀个类型为⽩名单的默认⼈员组，⽤户可以

更改组名称，但是不能更改组类型。如图 3-9 

l 可以对已经创建的⼈员组进⾏编辑，包括修改组名称、修改组类型、清空⼈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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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创建⼈员组 

 

 

 

 

3.3.2 ⼈员导⼊ 

l 单个注册⼈员：点击需要注册成员的⼈员组，点击「添加⼈员」，系统弹出输⼊框，

⽤户选择⼈脸图⽚，输⼊姓名、年龄、性别等基础信息，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10（系统仅⽀持⼈脸图⽚的上传，⽀持 PNG、JPG、JPEG 等图⽚格式， ⼤⽀

持 512K ⼈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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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0 单个注册⼈员 

l 批量注册⼈员：进⼊需要注册成员的⼈员组，点击「批量导⼊/导出」，系统弹出

批量操作界⾯，选择「批量导⼊」，点击「下载模板」，按照提示解压模板⽂件，

获取成员信息 excel 表格和⼈员图⽚⽂件夹。此时需要规范填写成员信息 excel 表

格，并将已命名的⼈员照⽚添加⾄⽂件夹中，完成后重新打包压缩⾄.zip 格式，选

择打包好的压缩⽂件并上传，⽂件上传成功后系统会⾃动解压并批量导⼊⼈员（直

接将 excel 表格和照⽚⽂件夹⼀起压缩即可，不要放⼊新的⽂件夹后再压缩）。如

图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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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批量注册⼈员——模板下载与上传 

l 当⽂件上传并解压成功，进⼊⼈员批量导⼊过程时，抽屉界⾯会关闭，右下⻆显示

导⼊进度，导⼊完成后会在进度条中返回导⼊失败⼈员的记录列表。如图 3-12、

图 3-13（存在正在进⾏的批量导⼊任务时，不能进⾏额外的批量导⼊操作） 

 

图 3-12 批量注册⼈员——导⼊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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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3 批量注册⼈员——记录列表 

 

l 当需要导⼊的⼈员数量很多时，⽂件夹上传和⼈员批量导⼊的过程可能耗时较久，

请耐⼼等待。另外，⼈员导⼊过程中也可以点击取消进程，此时系统同样需要⼀定

的时间回滚⾄前置状态，也请耐⼼等待。 

l 为保证识别精度，⼈员注册时，请不要使⽤ PS 过的图⽚。 

 

3.3.3 ⼈员导出 

l 批量导出⼈员：进⼊需要导出成员的⼈员组，点击「批量导⼊/导出」，系统弹出

批量操作的抽屉界⾯，选择「批量导出」，输⼊需要导出⼈员的起始序号，点击「导

出」，即可将⼈员批量导出⾄本地。如图 3-14 

l 批量导出的⼈员以 excel 表格的形式保存在本地，表格中含有每个⼈员的特征值信

息，可以⽤来快速导⼊⾄其他设备（此时需要保证设备的 SDK 版本⼀致，SDK 版

本号请⻅「系统设置」->「运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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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批量⼈员导出 

3.3.4 其他相关操作 

l ⼈员组操作：点击⼈员组右侧的缩略符号，可以进⾏⼈员组的删除操作、⼈员组的

清空操作，同时也可以修改⼈员组的类型与名称。如图 3-15（其中默认⼈员组不

可删除，也不可修改类型） 

 

图 3-15 ⼈员组操作 



 31 

l ⼈员操作：在⼈员组内，勾选⼈员列表前的复选框后出出现删除图标，点击图标可

以删除⼈员。点击「详情」可以查看⼈员的详细信息，点击「编辑」可以对⼈员的

详细信息进⾏修改。如图 3-16 

 

图 3-16 ⼈员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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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设备管理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设备管理」，进⼊本功能⻚⾯。⽤户可以按照不同的服务模式（视频模

式、图⽚模式）、不同的协议（GB/T28181、RTSP、ONVIF、GA/T1400）添加设备、配置

设备。 

3.4.1 设备列表⻚ 

设备列表⻚分为总览和详情两部分，总览部分展示设备总数、在线设备数、离线设备数，

详情界⾯按顺序展示每⼀台设备对应的通道号、通道名称、服务模式、设备类型、协议、

IP、端⼝、⼯作状态、操作区域。⽤户可以根据设备类型（⽹络摄像头、图⽚流设备）、

设备⼯作状态（在线、离线）对展示详情的设备进⾏筛选。如图 3-17 

 

图 3-17 设备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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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添加设备 

l 点击「添加设备」按钮后弹出抽屉界⾯，若选择「视频模式」，可添加视频流设备，

可选择 RTSP、ONVIF、GB/T28181 三种视频流接⼊协议。若选择「图⽚模式」，

可添加图⽚流设备，此时仅⽀持 GA/T1400 协议，⽀持⼈脸抓拍。 

l 视频模式下，当选择 rtsp 协议时，⽤户需要填写 RTSP 地址，再配置好其余选项

（通道号、通道名称、抓拍策略、抓拍时间段、⼈脸质量要求、相似度阈值、⽬标

⼈员组），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18 

 

图 3-18 视频模式—RTSP 协议 

l 视频模式下，当选择的是 onvif 协议，⽤户需要填写 IP 地址、端⼝号、⽤户名、

密码 （此时也可以点击「搜索」按钮获取 onvif 在线设备，再点击「添加」⾃动获

取并填写 IP 地址和端⼝号）。再配置好其余选项（通道号、通道名称、抓拍策略、

抓拍时间段、⼈脸质量要求、相似度阈值、⽬标⼈员组），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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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9 视频模式—ONVIF 协议 

l 视频模式下，当选择 GB/T28181 协议时，⽤户需要填写 传输协议（UDP/TCP）、

IP 地址、端⼝号、平台 ID、通道 ID、SIP 认证⽤户名、SIP 认证密码。再配置好其

余选项（通道号、通道名称、抓拍策略、抓拍时间段、⼈脸质量要求、相似度阈值、

⽬标⼈员组），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20 

 

图 3-20 视频模式—GB/T28181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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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图⽚模式下，只能选择 GA/T1400 协议，此时⽤户需要填写 IP 地址、设备 ID、⽤

户名、密码。再配置好其余选项（通道号、通道名称、相似度阈值、⽬标⼈员组），

点击保存即可。如图 3-21 

 

图 3-21 图⽚模式—GA/T1400 协议 

3.4.3 参数配置说明 

参数 配置⽅法 参数说明 

通道号 下拉框选择 

视频模式：⽀持 8 路，1-8 通道 

图⽚模式：⽀持 16 路，9-24 通道 

通道名称 ⼿动输⼊ 建议根据实际情况，描述前端设备的布控区域 

抓拍策略 下拉框选择 

间隔抓拍：从⼈员进⼊监控画⾯开始，按设定

的「间隔时⻓」定时抓拍，直到⼈离开监控或

者达到设定的「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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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后抓拍：从⼈员进⼊监控画⾯开始，直到

离开画⾯，选择其中 优的图⽚进⾏抓拍，可

设定抓拍的「 ⼤数量」 

快速抓拍：从⼈员进⼊监控画⾯开始，在设定

「抓拍时延」内选择 优的图⽚进⾏抓拍 

抓拍时间段 下拉框设置 

配置当前通道设备的抓拍功能运⾏时间段，

多可设置 12 个时间段 

⼈脸质量要求 下拉框选择 

宽松要求：宽松的⼈脸质量过滤条件 

标准要求：⼀般的⼈脸质量过滤条件 

严格要求：严格的⼈脸质量过滤条件 

⾃定义要求：⽤户可在⾼级设置中⾃定义⼈脸

质量的过滤条件。详情⻅如下说明 

相似度阈值 ⼿动输⼊ 

抓拍⼈脸与⼈员组成员的相似度取值，超过阈

值后认为是同⼀个⼈ 

⽬标⼈员组 下拉框选择 

配置该通道设备对应的⼈员组，抓拍到的⼈员

会与配置的⼈员组中成员进⾏⽐对 

表 3-1 添加设备——参数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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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以点击「⾼级设置」展开，若不需要进⾏⾼级设置，则可以点击「收起⾼级设置」

来实现收起操作。⾼级设置分为：⼈脸置信度、⼈脸清晰度、⼈脸遮挡度、⼈脸亮

度、⼴告脸过滤、⼈脸⼤⼩、旋转⻆度（俯仰⻆、旋转⻆、偏航⻆）。 

⼈脸置信度：当超过此分数后会认为图⽚中包含⼈脸，启动抓拍；低于此分数则

不会抓拍。范围 1-100 

⼈脸清晰度：当超过此分数后会认为图⽚中⼈脸清晰度⾜够⾼，启动抓拍；低于

此分数则不会抓拍。范围 1-100 

⼈脸遮挡度：当超过此分数后会认为图⽚中⼈脸遮挡⾜够低，启动抓拍；⾼于此

分数则不会抓拍。范围 1-100 

⼈脸亮度：当超过此分数后会认为图⽚中⼈脸亮度⾜够⾼，启动抓拍；低于此分

数则不会抓拍。范围 0-255 

⼴告脸过滤：⽤于过滤⼴告脸，⼩于此值认为是⼴告脸，不进⾏抓拍。范围 1-

100 

⼈脸⼤⼩：⽤户配置检测⼈脸尺⼨的上下限，低于下限或超出上限则停⽌抓拍。

范围 40-400 

综合质量：基于各项过滤条件得到的综合质量参数，⾼于此参数启动抓拍，低于

此参数则不会抓拍。范围 1-100 

旋转⻆度（俯仰⻆、偏航⻆、旋转⻆）：当检测结果⼤于这些旋转⻆度后，会被

判断为旋转⻆度过⼤，停⽌抓拍。主要⽬的是过滤旋转⻆度⼤的照⽚，提升识别

效率。范围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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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脸质量⾼级设置 

 

注 1：视频模式下，通道可选择 8个，从 1-8（只显示该范围内的可用通道号）；图片模式 

下，通道可选择 16个，从 9-24（只显示该范围内的可用通道号）。 

 

注 2：图片模式不支持实时预览，不占用实时预览的分屏。不支持抓拍策略、抓拍时间段的配置 

 

注 3：当用户同时添加视频和图片流的情况下。服务端需限制确保 （视频通道数+图片通道数 

/2）不大于 8，通过控制添加设备时可选通道数量来实现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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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其他相关操作 

l 在设备管理列表⻚的操作区域，点击「详情」弹出抽屉，显示设备详情，可查看不

可编辑，在抽屉内点击「编辑」可切换成编辑状态。 

l 在设备管理列表⻚的操作区域，点击「编辑」弹出抽屉，可进⾏设备配置修改、删

除设备等操作。如图 3-23 

 

图 3-23 设备详情与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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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脸⽐对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脸⽐对」，进⼊本功能⻚⾯。⼈脸⽐对⽤于快速体验视频分析盒的识

别功能，分别 1:1 ⼈脸⽐对和 1:N ⼈脸搜索。 

l 1:1 ⼈脸⽐对，⽤户点击“ +” 号上传需要⽐对两张照⽚后，点击「⽐对」按钮，系统开

始进⾏⽐对，并输出⽐对分数。如图 3-24 

 

图 3-24 1:1 ⼈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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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1:N ⼈脸搜索，⽤户点击“ + ”号上传照⽚后，选择需要检索的⼈员组（⽀持多选），

并且可以调整相似度阈值，点击「搜索」按钮，开始进⾏搜索，并返回 top n 的搜索结

果、相似度、对应的标签（ 多返回 10 张）。如图 3-25 

 

图 3-25 1:N ⼈脸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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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系统设置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进⼊本功能⻚⾯，具体分为「⽹络设置」、「时间设置」、

「运维系统」、「安全设置」四个部分，⽅便⽤户配置系统⽹络与时间、查看系统的运⾏状

态、进⾏系统的升级与重启、配置数据推送给第三⽅服务器等。 

3.6.1 ⽹络设置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络设置」，进⼊本功能⻚⾯。⽤户可以配置

⽹⼝地址与 DNS 服务器。如图 3-26 

 

图 3-26 ⽹络设置列表⻚ 

 

l 在⽹络设置板块，点击每个⽹⼝对应的「编辑」按钮，模式选择为「静态」，⽤户

可以在弹出的抽屉界⾯中修改 IP 地址。如图 3-27 

l 在 DNS 服务器板块，点击每个⽹⼝对应的「编辑」按钮，即可配置 DNS 信息。如

图 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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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7 ⽹⼝设置与 DNS 配置 

 

3.6.2 时间设置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时间设置」，进⼊本功能⻚⾯。⽤户可以配置

系统的时间、时区、NTP 服务器等。如图 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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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8 时间设置列表⻚ 

l 点击「编辑」后，本⻚⾯变为可编辑状态。选择好「时间格式」和「时区」，点击

「系统时间」，弹窗后点击「此刻」，确定并保存后，即可将系统时间与本地时间

同步，如图 3-29。另外也可采⽤ NTP 服务器。 

 

图 3-29 设置系统时间 

 

l 当设备⻓时间离线未使⽤，开机后请优先将系统时间设置正确，以保证业务功能正

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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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 运维系统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运维系统」，进⼊本功能⻚⾯。分为「硬件信

息」、「运维功能」、「个性化设置」、「存储管理」、「系统⽇志」五块，以及 

「软件升级」、「设备重启」、「清空记录」、「硬盘格式化」、「恢复出⼚设置」、

「恢复默认设置」控制项。 

l 在「硬件信息」板块，可以查看本机系统的设备编号、固件版本、硬件版本、软件

版本、SDK 版本、WEB 版本、鉴权状态以及内存、存储空间、CPU 使⽤率、CPU

温度、硬盘状态等信息。如图 3-30 

l 在「运维功能」板块，⽤户可以点击「编辑」，按照“每⽉固定时间”或“每周固定

时间”设置系统⾃动重启的时间，完成时间配置后点击「保存」，系统会根据设定

时间按时重启。如图 3-30 

 

图 3-30 系统运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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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个性化设置」板块，⽤户可以点击点 LOGO 替换处右侧⿊⾊框，弹出系统路

径选择窗，客户选择好图⽚后，开始上传，上传成功且完成替换后提示 LOGO 更

换成功，系统⻚⾯左上⻆ LOGO 完成更换。如图 3-31 

 

图 3-31 个性化设置 

l 在「存储管理」板块，⽤户点击「编辑」可选择存储策略：满覆盖/满即停，接着

点击「保存」使⽤该策略。如图 3-32 

 

图 3-32 存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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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系统⽇志」板块，⽤户点击「时间筛选」下拉框，选择想要导出的⽇志周期，

接着点击「导出⽇志」，即可将所选周期的系统⽇志保存⾄本地。如图 3-33 

 

图 3-33 系统⽇志的导出 

l 若要进⾏软件升级，请先在官⽅渠道查看并下载需要的软件包，然后进⼊设备 web

界⾯的「运维系统」列表⻚，点击下⽅的「软件升级」，系统会弹出上传软件升级

包的窗⼝，如图 3-34，软件包上传成功后会⾃动进⾏升级。升级成功后系统会弹

出重启倒计时界⾯，⽤户可选择「⽴即重启」，也可以选择「稍后重启」。 

 

图 3-34 软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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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若要⼿动进⾏系统重启，只需要点击「运维系统」列表⻚下⽅的「设备重启」，在

系统弹出⼆次确认窗⼝后点击「确认」，系统便会⽴即重启，并在重启完成后回到

登陆界⾯。如图 3-35 

 

图 3-35 设备重启 

l 若要清空抓拍和识别记录，只需要点击「运维系统」列表⻚下⽅的「清空记录」，

在系统弹出⼆次确认窗⼝后点击「确认」，系统便会⽴即清空抓拍和识别记录。如

图 3-36 

 

图 3-36 清空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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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进⾏「硬盘格式化」操作会清空⼈脸库、抓拍记录、配置和⽇志等信息，请谨慎进

⾏此项操作。若有需要将设备硬盘格式化，在「运维系统」列表⻚的下⽅点击「硬

盘格式化」并⼆次确认即可，操作完成后系统会⾃动重启并回到登陆界⾯。如图 3-

37 

 

图 3-37 硬盘格式化 

l 进⾏「恢复出⼚设置」操作会清空设备上所有的数据，包括⼈员组数据、抓拍记录、

已接⼊的设备信息、数据上报配置、⽹络配置等等，系统 IP 和系统时间会恢复成

默认值，请谨慎进⾏此项操作。若有需要将设备恢复成出⼚设置，在「运维系统」

列表⻚的下⽅点击「恢复出⼚设置」并⼆次确认即可，操作完成后系统会⾃动重启

并回到登陆界⾯。如图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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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8 恢复出⼚设置 

l 进⾏「恢复出⼚设置」操作会将各个配置项都设置为初始状态，但是不清除⽹络配

置、平台接⼊配置、⼈脸库和识别记录，重启后不需要进⾏初始化设置。 

 

图 3-39 恢复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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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4 安全设置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系统设置」->「安全设置」，进⼊本功能⻚⾯。点击「启⽤」

启动 https(默认为关闭状态),切换后重新进⼊登录界⾯。如图 3-40 

 

 

图 3-40 https 设置 

3.7 平台接⼊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平台接⼊，进⼊本功能⻚⾯，具体分为「数据推送」、「乘⻛接⼊」、「视

图库」、「Websocket」四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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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 数据推送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平台接⼊」->「数据推送」，进⼊本功能⻚⾯。⽤户可以将前

端采集的⼈像信息（包括⼈脸抓拍图、图像质量信息、原图、⽐对图、抓拍时间等）、

系统的运⾏状态信息等推送给第三⽅服务器。⽬前⽀持 HTTP、FTP 等数据传输协

议，每个协议均可建⽴⼀个数据推送任务。如图 3-41 

 

图 3-41 数据推送列表⻚ 

l 点击「新建推送任务」，或在已建⽴任务的右侧点击「编辑」，系统会弹出抽屉界

⾯，⽤户需要填写 任务名、上传数据类型、接受服务类型、服务器地址以及是否

开启断⽹续传，如图 3-42，具体介绍如下： 

任务名：⽤户为⾃定义该数据上报任务的名称。 

上传数据类型：有识别结果⼈像图、⽆识别结果⼈像图。 

接受服务类型：HTTP 服务、FTP 服务两种，每种服务⾄多可建⽴⼀项数据推送任

务，两种服务配置信息不同： 

HTTP：服务器地址。 

FTP：服务器地址、端⼝号、⽤户名、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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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TP 协议建议只⽤作前期测试，不作为⼀个稳定的数据推送⽅式。 

 

图 3-42 数据推送配置项 

l 若采⽤ HTTP 协议作为数据对接⽅式，则可以配置⼼跳信息上报。在⼼跳数据上

报板块点击「编辑」，系统会弹窗，需要填写接收服务器地址与⼼跳间隔，填写完

成后保存即可。如图 3-43 

 

图 3-43 ⼼跳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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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若采⽤ HTTP 协议作为数据对接⽅式，则可以配置注册信息上报。在注册数据上

报板块点击「编辑」，系统会弹窗，填写完成 接收服务器地址 并保存即可。如图

3-44。设备注册后，只有存在注册信息的服务器才能给设备下发信息。 

 

图 3-44 注册信息上报 

3.7.2 乘⻛接⼊ 

l 点击【平台接⼊】中【乘⻛接⼊】配置项进⼊乘⻛接⼊⻚⾯，分为【单机模式】、

【乘⻛公有云】、【乘⻛私有化】三个板块，默认选择单机模式的⼯作状态。 

l 默认选中【单机模式】，在【单机模式】时，本地所有功能正常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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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5 乘⻛单机模式 

l 点击【乘⻛公有云】后，⽤户填写设备绑定码（8 位）、设备名称（必填， 多 10

汉字）、设备备注（选填， 多 30 汉字）。填写完成点击【绑定】，弹窗⼆次确

认“绑定乘⻛公有云，将会清空本地已有的⼈员数据，并且禁⽤部分【⼈员管理】、

【时间设置】功能，⽤户⼆次确认之后可以完成对于公有云的绑定。如图 3-46 

 

图 3-46 乘⻛公有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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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点击【乘⻛私有化】。⽤户填写乘⻛域名、设备绑定码（8 位）。填写完成点击【绑

定】，弹窗⼆次确认“绑定乘⻛私有云，将会清空本地已有的⼈员数据，并且禁⽤

部分【⼈员管理】、【时间设置】功能，⽤户⼆次确认之后可以完成对于私有云的

绑定。如图 3-47 

 

图 3-47 乘⻛私有云模式 

l 【乘⻛公有云】、【乘⻛私有化】绑定时，点击【⽹络检测】检查此时对应地址能

否成功连接。如图 3-48 

 

图 3-48 ⽹络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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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视图库 

l 点击【平台接⼊】中【视图库】配置项进⼊视图库⻚⾯，默认为关闭状态。如图 3-

49 

 

图 3-49 视图库 

l 点击【启⽤】开始接⼊。 

l 点击【编辑】编辑数据推送： 

⽤户选择上传数据类型：⼈脸，是否上传原图：输⼊服务器地址；端⼝；设备编号；⼼

跳间隔：默认 30s，可以选择 1-3600 秒；注册间隔：默认 30s，可以选择 30-300 秒；

⼤⼼跳超时次数：默认 3 次，可以选择 1-20 次；视图库⽤户名；视图库密码。如图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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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0 编辑视图库 

3.7.4 Websocket 

l 点击【平台接⼊】中【Websocket】配置项进⼊ Websocket ⻚⾯，默认为关闭状

态。如图 3-51 

 

图 3-51 Websocket 

l 点击【启⽤】开始接⼊。 

l 点击【编辑】编辑数据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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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选择上传数据类型：有识别结果⼈像图、⽆识别结果⼈像图（可多选），填写服务

器地址：输⼊服务器地址；⼼跳间隔：默认 10s，可以选择 1-3600 秒；断⽹续传：点

击开启即可打开此功能。如图 3-52 

 

图 3-52 编辑数据推送 

 

3.8 业务应⽤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应⽤，进⼊本功能⻚⾯，具体分为「事件联动」、「ROI 设置」两个

部分。 

3.8.1 事件联动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应⽤」->「事件联动」，进⼊本功能⻚⾯。如图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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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3 事件联动所示 

l ⽤户可在该⻚⾯配置本地继电器，点击「启⽤」开启本地继电器；点击编辑可以编

辑本地继电器（常闭、常开）；编辑信号延时（范围：0-10s）；编辑持续时间（范

围 1-300s）；选择联动通道；选择联动规则（⽩名单⽐对成功、⿊名单⽐对成功、

⽩名单⽐对失败、⼈脸抓拍）。如图 3-54 

 

图 3-54 编辑本地继电器 

l ⽤户可在该⻚⾯配置 GPIO，点击「启⽤」开启 GPIO；点击编辑可以编辑信号类

型（⾼电平、低电平）；编辑信号延时（范围：0-10s）；编辑持续时间（范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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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s）；选择联动通道；选择联动规则（⽩名单⽐对成功、⿊名单⽐对成功、⽩名

单⽐对失败、⼈脸抓拍）。如图 3-55 

 

图 3-55 编辑 GPIO 

l ⽤户可在该⻚⾯配置⽹络继电器：点击「添加⽹络继电器」：选择设备号；输⼊继

电器名称；输⼊继电器 ip；填写继电器端⼝；选择继电器型号；选择 IO 输出；选

择控制类型；编辑信号延时（范围：0-10s）；编辑持续时间（范围 1-300s）；选

择联动通道；选择联动规则（⽩名单⽐对成功、⿊名单⽐对成功、⽩名单⽐对失败、

⼈脸抓拍）。如图 3-56 

 

图 3-56 添加⽹络继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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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2 ROI 设置 

l 点击左侧导航栏的「业务应⽤」->「ROI 设置」，进⼊本功能⻚⾯。如图 3-57 

 

图 3-57 ROI 设置 

l 点击「设置识别区域」，弹出设置图像识别区域说明。如图 3-58 

 

图 3-58 图像识别区域说明 

l ⿏标点击各个点完成闭合区域的绘制（可绘制多个区域）后点击「保存识别区域」，

ROI 配置成功。如图 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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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9 ROI 配置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