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1 页 共 55 页

版权说明
VMS 综合管理系统是由中维世纪自主开发的专用视频监控软件，其版权受中华人民共和

国版权法保护。中维世纪拥有本文的全部版权，未经本公司许可，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对本

文中的任何部分进行转印、影印或复印。

信息反馈
中维世纪尽最大的努力保证本手册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如果您在使用中发现问题，希望

及时将情况反馈给我们以完善产品，我们将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总公司联系方式

公司总机：0086-531-88192860 88192061 88192915

技术支持电话：400-630-7888

传真：0086-531-55691396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新泺大街 2008 号银荷大厦 D座 11 层

邮编：250101

公司 E-mail：market@jovision.com

公司网站： http://www.jovetech.com/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2 页 共 55 页

目录

1. 产品概述........................................................................................................................................ 4
1.1. 产品简介............................................................................................................................ 4
1.2. 服务器介绍........................................................................................................................ 4

1.2.1. VMS服务器............................................................................................................. 4
1.2.2. 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4

1.3. 平台介绍............................................................................................................................ 4
1.3.1. 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端.................................................................................4
1.3.2. 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端.................................................................................4
1.3.3. 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5

1.4. 运行环境............................................................................................................................ 5
1.4.1. 硬件配置..................................................................................................................5
1.4.2. 软件环境..................................................................................................................7

2. 产品的安装与卸载........................................................................................................................7
2.1. 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端的安装与卸载...................................................................7

2.1.1. 安装..........................................................................................................................7
2.1.2. 卸载........................................................................................................................10

2.2. 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的安装与卸载.....................................................................12
2.2.1. 安装........................................................................................................................12
2.2.2. 卸载........................................................................................................................13

2.3. 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的安装与卸载.....................................................................16
2.3.1. 安装........................................................................................................................16
2.3.2. 卸载........................................................................................................................19

3. 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的功能介绍.....................................................................................20
3.1. 登录.................................................................................................................................. 21
3.2. 设备管理.......................................................................................................................... 21

3.2.1. 添加设备................................................................................................................21
3.2.2. 添加视频通道........................................................................................................23
3.2.3. 删除设备/通道.......................................................................................................24
3.2.4. 维护设备/通道.......................................................................................................24

3.3. 区域管理.......................................................................................................................... 25
3.3.1. 创建父区域............................................................................................................25
3.3.2. 创建子区域............................................................................................................25
3.3.3. 删除区域................................................................................................................26
3.3.4. 维护区域................................................................................................................27
3.3.5. 设备与区域关联设置............................................................................................27

3.4. 帐号管理.......................................................................................................................... 28
3.4.1. 添加帐号................................................................................................................29
3.4.2. 删除帐号................................................................................................................30
3.4.3. 维护帐号................................................................................................................30
3.4.4. 设备与帐号关联设置............................................................................................31

4. 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的功能介绍.....................................................................................33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3 页 共 55 页

4.1. 登录...................................................................................................................................33
4.2. 监控视图.......................................................................................................................... 34
4.3. 录像管理.......................................................................................................................... 35

4.3.1. 开启录像................................................................................................................35
4.3.2. 录像回放................................................................................................................36
4.3.3. 远程回放................................................................................................................40

4.4. 云台控制.......................................................................................................................... 42
4.5. 数字矩阵上墙配置.......................................................................................................... 43

4.5.1. 配置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的 IP地址..................................................................43
4.5.2. 配置显示器............................................................................................................44
4.5.3. 配置设备资源........................................................................................................45
4.5.4. 识别显示器............................................................................................................48
4.5.5. 轮显设置................................................................................................................48
4.5.6. 还原布局................................................................................................................51
4.5.7. 重新配置................................................................................................................52
4.5.8. 清理视频源............................................................................................................52

4.6. 抓图管理.......................................................................................................................... 53
4.6.1. 视频抓拍................................................................................................................53
4.6.2. 抓图管理................................................................................................................53

5. FAQ............................................................................................................................................... 54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4 页 共 55 页

1.产品概述

1.1.产品简介

中维 VMS 综合管理系统采用 C/S 结构，C/S 架构客户端稳定可靠，安装简单，操作方便

快捷。采用三层模型开发，底层采用以数据库为支撑的基础数据层，用来对空间和非空间数

据进行存储、访问和管理并为应用系统提供数据服务；中间层为业务层，实现监控；顶端为

表现层，是针对不同用户的应用服务层。

本系统主要应用于监控中心，值班室，接警室，指挥调度室等场合，具备实时视频监控、

摄像机云台控制、本地录像、录像检索回放、接收报警等基础功能，同时具备电子地图，语

音对讲和音频监听等高级应用。

该平台包括信息管理平台、视频应用平台、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模块。

1.2.服务器介绍

1.2.1. VMS服务器

负责 VMS信息管理平台和视频应用平台的数据交互

1.2.2. 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

数据统一管理

1.3.平台介绍

1.3.1. 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端

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可实现视频配置上墙，但需要插加密狗才能正常使用。

1.3.2. 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端

1. 用户权限的集中统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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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备统一管理

1.3.3. 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

VMS视频应用平台具有视频查看、远程回放、本地录像回放、图像抓拍、云台控制基

础功能；还具有配置数字矩阵、上墙、获取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配置功能。

1.4.运行环境

1.4.1. 硬件配置

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

配置参数 详细参数

处理器 CPU Ivy Bridge i7

系统内存

内存容量 2×DIMM 插槽，支持双通道 DDR3-1600

DIMM 规格 1GB, 2GB, 4GB , 8GB

最大内存容量 最大 1 6GB

视频显示

GPU 处理器 E6760

显示设备接口 支持 12 屏同时显示输出

显示画面 每个显示设备支持 1画面或 4画面

存车
硬盘容量 500GB

内部硬盘架数 最大支持 2块 3.5 英寸 SATA/SAS 硬盘

网络
网卡 2-Port GbE

网络控制器 1×82579LM（搭配 C216芯片组可实现远程管理），1×82574L

其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 位）、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存储服务器

配置参数 详细参数

处理器 CPU Intel LGA1155 平台，奔腾、i3、E3 系列 CPU

系统内存

内存类型
1600/1333 /1066 MHz ECC or Non ECC

Unbuffered DDR3 SDRAM

内存容量 4×240-pin DIMM 插槽

最大内存容量 最大 32 GB

系统盘
系统盘 双 mSATA 接口

RAID 配置 支持 Raid0,1

存储 硬盘容量 500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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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硬盘架数 最大支持 16 块 3.5 英寸 SATA 硬盘

网络

网卡 5-Port GbE

网络控制器
4×Intel82574L，

1×Intel82579LM（管理端口，支持 AMT）

其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 位）、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VMS服务器

配置参数 详细参数

处理器

CPU 型号 Intel 酷睿 i3 3220

CPU 频率 3.3GHz

CPU 核心 双核心

CPU 线程数 四线程

内存
内存类型 DDR3

内存容量 2GB

存储
硬盘容量 500GB

内部硬盘架数 最大支持 2块 3.5 英寸 SATA 硬盘

网络 网卡 1000Mbps 以太网

其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 位）、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数据服务器

配置参数 详细参数

处理器

CPU 型号 Xeon E3-1220

CPU 频率 3.1GHz

CPU 核心 四核

CPU 线程数 四线程

内存

内存类型 DDR3

内存容量 4GB

最大内存容量 32GB

存储
标配硬盘容量 500GB

内部硬盘架数 最大支持 2块 3.5 英寸 SATA/SAS 硬盘

网络 网络控制器 双端口千兆网卡

其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 位）、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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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要求

Windows XP SP3、Windows 7（32 位）、windows Server 2003 sp2 、windows Server 2008 。

2.产品的安装与卸载

2.1.VMS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端的安装与卸载

2.1.1. 安装

1. 鼠标双击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的安装程序 ，则打开其安装界面，其图如下

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安装软件许可协议界面，并单击

选中“我同意该许可协议的条款”的单选按钮，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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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输入用户信息的界面，其图如下

所示：

4.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设置安装程序路径的界面，其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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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4

5.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设置安装程序快捷方式名称的界

面，其图如下所示：

6.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准备安装程序的界面，其图如下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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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系统开始安装中维数字矩阵程序，待

安装完成后，即可打开安装成功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8.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完成”按钮，即可关闭该向导界面。

2.1.2. 卸载

1. 鼠标单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Jovision”→“中维数字矩阵”→clear，

其图如下所示，单击 clear命令后，系统会弹出命令窗口中止服务器的运行；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11 页 共 55 页

2. 鼠标单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Jovision”→“中维数字矩阵”→“Uninstall

中维数字矩阵”， 鼠标单击“Uninstall 中维数字矩阵”，即可打开卸载数字解码矩阵

服务器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3. 鼠标单击如上图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并按卸载向导的提示操作，直到卸载完成，

系统打开卸载完成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鼠标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完成其卸载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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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的安装与卸载

2.2.1. 安装

1. 鼠标双击中维世纪 VMS 综合管理平台的安装程序图标 ，则可打开其安装向导

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安装”按钮，则打开正在安装程序的界面，其图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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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安装完成后，系统打开安装完成的提示界面，其图如下所示，鼠标单击“完成”按钮，

即可关闭该向导界面。

注：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若勾选了“运行 VMSServer v1.0.0.1(R)”复选框按钮，则在关

闭该向导界面后，系统自动打开该程序的登录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否则不打开。

2.2.2. 卸载

VMS综合管理平台的卸载过程分以下三步：

1. 退出 VMS 综合管理操作平台。

2. 停止数据库服务和 VMS 服务。

1 鼠标右键单击“我的电脑”图标，在打开的菜单中单击“管理”功能，其图如下所

示：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14 页 共 55 页

2 鼠标单击“计算机管理”界面中的“服务”功能，则打开其详细列表界面，其图如

下所示：

3 鼠标右键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VMSService”和“VMSMySql”服务，在打开的

菜单中，鼠标单击“停止”子菜单，其图如下所示，即可停止数据库服务和 VMS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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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卸载 VMSServer。

1 鼠标依次单击，“开始菜单”→“所有程序”→“VMSServer”→“Uninstall”，则

可打开卸载 VMSServer 程序的确认界面， 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是”按钮，则可开始卸载该程序，待卸载完成后，

系统打开如下图所示的界面，鼠标单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 VMSServer 卸载，

但原有的配置数据保留，方便以后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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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的安装与卸载

2.3.1. 安装

C/S 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在安装时，操作过程与其他软件安装类似，填写必要信息，并

按照向导提示操作即可。具体操作步骤如下所述。

1. 鼠标双击安装程序的图标 ，则打开其安装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打开是否同意许可协议的界面，其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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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鼠标单击选中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我同意该许可协议的条款”单选按钮，并单击“下

一步”按钮，则打开输入用户信息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4.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系统打开设置安装程序路径的界面，

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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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系统打开设置安装程序快捷方式名称

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6.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系统打开准备安装程序的界面，其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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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系统开始安装程序，待安装成功后即

可打开安装成功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关闭该向导界面。

2.3.2. 卸载

1. 鼠标依次选择“开始菜单”→“所有程序”→“VMS 视频监控平台”→“Uninstall VMS

视频监控平台”，则系统打开其卸载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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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下一步”按钮，则开始卸载该程序，待卸载完成系统打

开卸载成功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鼠标单击“完成”按钮即可关闭该向导界面。

3. VMS视频监控平台服务器的功能介绍

VMS信息管理平台是服务器管理配置平台。配置视频设备（DVR、IPC、板卡）和存

储设备（NVR）；分区域管理视频设备；创建帐号，用于登录视频应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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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登录

1. 鼠标双击计算机桌面图标 ，则可打开其登录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若使用默认的“帐号”和“密码”，则鼠标单击“登录”按钮，

即可打开 VMS 服务器操作平台的主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3.2.设备管理

3.2.1. 添加设备

功能说明：可添加任意一个云视通设备（包括视频设备和存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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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在 VMS 服务器操作平台的主界面中，鼠标单击“新增”图标 ，即可打开“添加

视频设备”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注：

1. “*”标注的为必填项。

2. 设备云视通号不能重复。

3. 设备的默认端口为 9101；设备的帐号密码是设备主控软件中显示为网络帐号，默认帐

号为“abc”，默认密码为“123”。

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手动输入要添加设备的云视通号、设备名称、帐号、密码、IP

地址、端口号、通道数、设备类型、设备类别参数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

成添加设备的操作，最终添加后的设备显示在相应的设备区中，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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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添加设备的操作为添加单个设备，此外，还可通过“自动搜”功能，批量添加多个

视频设备（不包括存储设备），其图如下所示：

3.2.2. 添加视频通道

功能说明：可在任意一个云视通设备名称下新增视频通道。

操作步骤：

1. 鼠标右键单击需添加视频通道的云视通设备名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添加视频

通道”子菜单，则可打开添加视频通道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待输入与已添加设备不重复的通道信息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添加视频

通道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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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删除设备/通道

功能说明：可删除任意一个云视通设备或设备通道。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选中需删除的设备名称/通道名称，并单击 VMS服务器操作平台主界面

中的“删除”图标 ，即可打开其相应的确认删除界面，其图如下所示，若确定要删

除，则鼠标单击“确认”按钮方可，否则不删除。

注：删除设备/通道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删除设备/通道的名

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视频设备/通道”子菜单即可。

3.2.4. 维护设备/通道

功能说明：可维护任意一个云视通设备或设备通道。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选中需维护的设备名称/通道名称，并单击 VMS服务器操作平台主界面

中的“维护设备”图标 或“维护通道”图标 ，即可打开其相应的信

息维护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待修改完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维护设备/通道

的操作。

注：维护设备/通道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维护设备/通道的名

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维护视频设备/通道”子菜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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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区域管理

3.3.1. 创建父区域

功能说明：可创建自定义的区域信息。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 VMS 服务器操作平台主界面中左侧的“区域”面板，则系统打开区域信息界面，

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父区域”图标 ，则打开新增区域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在该界面

中，输入相关信息后，并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创建区域根目录的操作。

3.3.2. 创建子区域

功能说明：可在父区域下创建自定义的子区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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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选中区域信息界面中任意一个区域名称，并单击“子区域”图标 ，

则打开新增区域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注：创建子区域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添加子区域的父区域名

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增加子区域”子菜单，其图如下所示：

2. 在新增区域界面中输入相关信息后，并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创建某个父区域下

的子区域操作，创建完成后的图如下所示：

3.3.3. 删除区域

功能说明：可删除任意一个区域信息。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选中需删除的父区域名称/子区域名称，并单击 VMS服务器操作平台主

界面中的“删除”图标 ，即可打开确认删除界面，其图如下所示，若确定要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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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鼠标单击“确认”按钮方可，否则不删除。

注：删除区域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删除父区域/子区域的名

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删除区域”子菜单即可。

3.3.4. 维护区域

功能说明：可维护任意一个区域信息。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选中需维护的父区域名称/子区域名称，并单击 VMS服务器操作平台主

界面中的“编辑区域”图标 ，即可打开编辑区域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待修改

完相关信息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维护区域的操作。

注：维护区域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维护父区域/子区域的名

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编辑区域”子菜单即可。

3.3.5. 设备与区域关联设置

功能说明：可将任意一个设备和任意一个区域关联起来，便于用户按区域管理设备。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选中区域信息界面中任意一个父区域/子区域名称，并单击“维护设备”图标

，则打开维护区域的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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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选中部分设备后，鼠标单击“增加”按钮，及“保存”按钮后，

则可将选中的设备分配到上一步中所选中的区域下，完成设备与区域关联操作后的界面

图如下所示：

注：维护设备的操作路径除了上述之外，还可通过鼠标右键单击需关联的父区域/子区域的

名称，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维护设备”子菜单即可。

3.4.帐号管理

该功能模块用于管理登录 VMS服务器的帐号，可对帐号进行添加、修改、删除及将视

频设备或存储设备与该帐号关联等功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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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1. 添加帐号

功能说明：可添加一个帐号信息。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 VMS 服务器操作平台主界面中左侧的“帐号”面板，则系统打开帐号信息界面，

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新增”图标 ，则可打开“新增帐号”界面，其

图如下所示：

3.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输入帐号和密码信息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则可完成添

加帐号的操作，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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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删除帐号

功能说明：可删除任意一个帐号信息。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需删除帐号信息行中的“删除”图标 ，即可打开确认删除界面，其

图如下所示，若确定要删除，则鼠标单击“确认”按钮方可，否则不删除。

3.4.3. 维护帐号

功能说明：可维护任意一个帐号信息。

操作步骤：鼠标单击需维护帐号信息行中的“编辑”图标 ，即可打开编辑帐号界面，其

图如下所示，待修改完相关信息后，鼠标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维护帐号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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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设备与帐号关联设置

功能说明：可将帐号和区域下的设备或任意一个设备关联起来，便于用户管理设备。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需关联设备帐号信息行的“维护”图标 ，则打开“帐号对应通道”的界面，

其图如下所示：

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鼠标单击选择“区域”后，则显示已设置的所有区域及其该区

域下的设备信息，鼠标单击选中某区域/设备前的复选框按钮，并单击“确认”按钮，

即可完成区域与帐号关联的设置操作，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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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若在上图所示的界面中，选择了“设备”后，则显示已设置的所有设备信息，鼠标单击

选中某设备前的复选框按钮，并单击“确认”按钮，即可完成设备与帐号关联的设置操作，

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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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用已创建的帐号登录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则在“区域列表/设备”中显示与该

帐号关联的设备信息，其图如下所示：

注：没有分配设备的区域在客户端不显示。

4. VMS视频监控平台客户端的功能介绍

4.1.登录

1. 鼠标单击计算机桌面上的快捷图标 ，则可打开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

的登录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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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鼠标单击“服务器管理”按钮，并输入正确的数字解码矩阵服

务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其图如下所示：

4.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登录”按钮，即可打开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的主

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4.2.监控视图

功能说明：可通过“区域列表”或“设备列表”的视图方式查看监控视频。

操作步骤：待成功登录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的主界面后，鼠标单击左侧监控点信息面

板中的“区域列表”或“设备列表”，在打开的设备列表中鼠标双击要查看的设备名称，即

可打开其视频监控画面，且可通过界面底部的图标功能进行画面布局的设置等操作，其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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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图标功能如下表所述：

图标 图标功能名称 功能说明

断开全部连接 一键断开所有通道的视频连接。

录像所有画面
一键开启所有通道的录像功能，且录像存储在非当

前系统盘且大于 5G的硬盘分区中。

1/4/9/16/25画面布局 用于切换画面布局方式。

全屏模式 用于将当前的窗口以全屏方式显示。

4.3.录像管理

4.3.1. 开启录像

功能说明：用于开启任意视频监控窗口或所有视频监控窗口的录像功能。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任意一个已成功连接的视频监视窗口，在弹出的右键菜单中选择“开

启录像”子菜单，即可打开该视频监控窗口的录像功能，且在该窗口右下角显示红色的录像

图标，其图如下所示：

注：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录像所有画面”图标 ，则可开启所有视频监控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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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录像功能。

4.3.2.录像回放

该功能模块用于回放当前日期以前的所有录像文件。可通过日期或通道来查找需要回放

的录像文件，并通过两种播放模式同时回放多个文件，也可对录像文件进行编辑操作，其图

如下所示：

4.3.2.1. 文件列表播放模式

功能说明：以文件列表的视图方式查看所有录像文件，及按条件检索的录像文件并播放。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主界面中的“录像回放”快捷功能，则系统打开录

像回放系统的默认界面，即为文件列表播放模式的操作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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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手动输入或鼠标单击时间控件设置需回放录像的时间，系统默认的时间为今天，其图如

下所示：

3. 鼠标单击通道搜索框 并选择需回放录像的通道名称，系统默认为所

有通道，若有符合条件的录像，则该录像文件会显示在文件列表区，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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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最新”按钮，则录像文件列表区中会显示所有的录像文

件，且其排列顺序是从今天最近的一个时间点开始依次往后排列。

4.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任意一个录像文件，则可播放录像文件，其图如下所示：

注：以下表格内容为录像回放控制按钮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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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功能说明 按钮 功能说明

打开录像文件 视频抓拍

播放录像 视频剪切

停止播放录像 视频剪切至尾

加速播放录像 同时播放

减速播放录像 同时关闭全部窗口视频

帧快退 关闭音频

单步向前 播放音频

4.3.2.2. 时间列表播放模式

功能说明：以时间列表的视图方式查看所有录像文件，及按时间检索的录像文件并播放。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录像回放系统主界面左侧的“时间列表模式”，则系统打开时间列表模式的操

作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选择上图所示界面底部的复选框按钮（不仅可以选择所有通道，也可有选择的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40 页 共 55 页

播放既定通道的录像文件），即可开始播放录像文件的视频画面，其图如下所示：

注：凡是有录像文件的通道，则该通道会有蓝色标识的区域作为识别，且可用时间轴选择播

放的时间段。

4.3.3. 远程回放

功能说明：当成功连接设备后，可远程搜索到设备本地端的录像文件，并播放。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主界面中的“远程回放”快捷功能，则在系统主界

面左下侧打开远程回放的搜索面板，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双击区域列表或设备列表中需查看远程回放录像的设备通道，即可在视频监控区中

显示该通道已连接的视频画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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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鼠标单击远程回放面板中的“搜索”按钮，即可搜索到所选设备通道的录像文件，其图

如下所示：

4. 鼠标双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任意一个录像文件，即可完成远程回放录像文件的操作，其

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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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云台控制

功能说明：可对云台设备进行远程控制。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主界面中的“云台控制”快捷功能，则在系统主界

面左下侧打开云台控制面板，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光圈、变焦、变倍的 和 按钮，用于调节光圈、调

节焦距、缩放实物。

3.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上下左右按钮 ，将会调整云台旋转方

向。

4.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巡航 按钮，可开启云台的巡航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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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数字矩阵上墙配置

数字矩阵上墙的配置可分为三部分内容，第一：配置数字高清解码矩阵的 IP地址；第

二：配置要上墙的显示矩阵；第三：配置设备资源。其详细配置步骤请见以下内容。

4.5.1. 配置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的 IP地址

功能说明：用于配置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的 IP地址。

操作步骤：

1. 使用已关联设备的帐号登录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的主界面，鼠标单击快捷操作栏

中的“数字矩阵”功能，则系统打开数字矩阵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配置服务器”按钮，则系统打开数字矩阵服务器的配置

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VMS产品说明书说明书

第 44 页 共 55 页

3.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输入数字高清解码矩阵服务器的名称、IP地址及端口号，并

单击“保存”按钮，则配置的服务器信息可添加到界面左边的服务器列表中，至此已完

成配置解码矩阵 IP地址的操作，其图如下所示：

4.5.2. 配置显示器

功能说明：用于配置多屏显示器的组合方式。

操作步骤：

1. 当鼠标单击多屏服务器配置界面中的“关闭”按钮时，系统打开“屏幕组合方式”界面，

并输入屏幕组合方式，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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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输入的屏幕组合方式即为多屏设备的组合方式，假如有 12个显

示屏，则其屏幕组合方式可以为：3行 4列或 4行 3列。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确定”按钮后，则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矩形区域作为模

拟屏，且显示模拟屏的识别编号，其图如下所示：

4.5.3. 配置设备资源

功能说明：用于配置多屏显示器上需显示的视频监控画面。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数字矩阵界面中的“配置资源”页签，则可切换到配置资源界面，其图如下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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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鼠标右键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任意一个“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选择

“配置视频源”子菜单，则系统打开“配置视频源”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注：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在哪一个模拟屏上配置视频源，则为配置对应多屏监控显示器

上要显示的监控画面。如上图在第一个模拟屏上配置视频源，则配置上墙后的监控视频只在

多屏监控显示器的第一个屏幕上显示监控画面。其它多屏监控显示器的屏幕可参考第一个屏

幕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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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配置需上墙的监控视频时，可采用界面右下角四种画面布局（单

画面、4画面、9画面、25画面）的任意一种。如果在此界面上选择 9画面的布局方式显示

9个不同的监控画面，待配置上墙成功后，那么在多屏监控显示器上的第一个屏幕上显示 9

画面布局的视频监控画面。

3. 鼠标单击选中如上图所示界面左边区域列表中“设备名称”前的复选框按钮，被选中的

视频可在视频监控窗口中显示，并鼠标单击 按钮，则

被选中的监控视频可显示在多屏监控显示器上，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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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4. 识别显示器

功能说明：用于显示多屏显示器的识别码，便于进行设备资源的配置。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显

示器识别”子菜单，则在模拟屏和多屏显示器上各显示识别号，其图如下所示：

注：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关闭显示

器识别”子菜单，则可关闭显示器识别。

4.5.5. 轮显设置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多屏显示器中任意一个显示器上的视频画面轮显。

操作步骤：

1. 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分组轮显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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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下的“开启轮显”，其图如下所示，且显示器屏不显示视频监控画面切换到黑屏状态。

2.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轮显配置”子菜单，则系统打开“分组资源”界面，其

图如下所示：

3.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新增”按钮，则系统打开“新增分组”界面，其图如下

所示，输入要添加的分组名称并单击“保存”按钮，则分组资源界面中会显示已新增的

分组名称。

4. 待添加完所需的分组后，鼠标右键单击新增分组名称，并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选择“维

护设备”，其图如下所示，则系统打开“维护设备”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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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维护设备界面中，鼠标单击选中左侧设备列表中需轮显设备名称前的复选框按钮，并

单击“添加”按钮，则可完成添加需参与轮显的设备，如此操作，直到添加完成需轮显

的视频设备，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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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鼠标单击如上图所示界面中的“保存”按钮，即可完成轮显配置操作，与此同时，被设

置的显示器屏上可显示已配置的轮显视频监控画面。

注：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分组轮显菜

单下的“关闭轮显”，即可关闭轮显功能，同样地，该菜单中的“暂停”功能用于暂时停止

正在轮显的视频画面，而“继续”功能，则为在暂停后继续轮显操作。

4.5.6. 还原布局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多屏显示器中任意一个显示器上的视频画面轮显。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还

原布局”子菜单，则系统会将被用户改变的模拟屏的大小恢复到系统初始状态的界面，其图

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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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7. 重新配置

功能说明：用于设置多屏显示器中任意一个显示器上的视频画面轮显。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重

新配置”子菜单，则系统会打开“屏幕组合方式”界面，其图如下所示，即可重新开始配置

屏幕组合。

4.5.8. 清理视频源

功能说明：用于清理多屏显示器上的所有视频画面。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配置资源界面中的“模拟屏”区域，在打开的右键菜单中单击“清

理视频源”子菜单，则系统会断开所连接的视频源，多屏显示器中的预览画面变为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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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抓图管理

4.6.1. 视频抓拍

功能说明：可对任意一个已连接成功的视频监控画面进行抓拍。

操作步骤：鼠标右键单击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主界面中的任意视频监控画面，在打开

的右键菜单中选择“抓拍图像”子菜单，其图如下所示，则可抓拍当前的视频图像，并存储

在当前非系统盘的硬盘分区中。

4.6.2. 抓图管理

功能说明：可对已抓拍的图片文件进行管理。

操作步骤：

1. 鼠标单击中维数字高清综合管理平台主界面中的“工具”快捷功能，并单击“抓图管理”

子菜单，则系统打开抓图管理界面，其图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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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如上图所示的界面中，设置检索的“时间”、“通道”后，单击“检索”按钮，则可搜

索到符合条件的图片文件，鼠标双击已检索到的任意图片文件即可查看该图片，其图如

下所示：

5. FAQ

1. 问：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发生“Microsoft Visual C++ runtime library error”提示，

应如何解决？

答：请下载安装 Microsoft Visual C++ 2005 Redistributable Package (x86) ，下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32BC1BEE-A3F9-4C13-9C99-220B62A191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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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地址：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

32BC1BEE-A3F9-4C13-9C99-220B62A191EE

2. 问：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发生“VideoWallServer 已停止工作”的提示，应如何解决？

答：请尝试重新启动数字矩阵服务，如始终出现此问题，请尝试“问题 3”的处理方式。

3. 问：数字矩阵服务总是启动失败，该如何解决？

答：请转到数字矩阵服务的安装目录，将所有后缀为”.dat”的文件全部删除，再尝试

启动服务器。 注：此解决方案，会导致之前配置的信息全部移除，客户端需重新配置

此数字解码矩阵服务器。

http://www.microsoft.com/downloads/details.aspx?displaylang=zh-cn&FamilyID=32BC1BEE-A3F9-4C13-9C99-220B62A191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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