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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配置
通常，摄像机无需进一步调整便可提供优异的图像。 为了在特定环境
中提供最佳的图像效果，菜单系统中还提供了高级设置选项。 
摄像机会立即实施所做的更改以便在设置前后进行比较。

1.1 菜单
1.1.1 顶层菜单

有两个顶层菜单：主菜单和安装菜单。 这些菜单提供了一些可以直接
选择的功能或一些用于进一步设置的子菜单。
- 要访问主菜单，请按菜单 / 选择按钮 （中心），时间不要超过 1 

秒。 主菜单会出现在监视器上。 主菜单允许用户选择和设置图像
增强功能。 如果不满意自己的更改，可以随时恢复模式的默认
值。

- 摄像机还配有一个 Install （安装）菜单，用户可以通过它设定安
装设置。 要访问安装菜单，请按住菜单 / 选择按钮 （中心），时
间超过 2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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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菜单浏览
摄像机有五个按键，用于浏览菜单系统。

- 向上或向下箭头键用于在菜单中滚动浏览。
- 向左或向右箭头键用于在选项之间移动或设置参数。
- 在菜单中，快速按菜单 / 选择键两次可以恢复所选项目的厂商默

认值。
- 要一次性关闭所有菜单，请按住菜单 / 选择键不放，直到菜单消

失，或者继续选择 Exit （退出）选项。

一些菜单在约两分钟后自动关闭；而其他菜单必须手动关闭。

向上按钮
菜单 / 选择按钮 （中心）

向右按钮

向下按钮
向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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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预定义模式
它提供了六种预定义的设置模式以方便配置。 可在 “ 安装 ”/“ 模式 ” 子
菜单中选择六种预定义模式之一。 这些模式的定义如下：
1. 24 小时

默认安装模式，可在全天 24 小时提供稳定的图像。 这些设置已
经过优化，适于开箱即用型安装。

2. 交通
在各种光照条件下使用默认快门拍摄高速移动的物体。

3. 低照度
提供额外的增强功能，例如 AGC （自动增益控制）和 SensUp
（灵敏度提升），以便在弱光条件下获得可用的图像。

4. 智能背光补偿
这种经过优化的设置可以在高对比度和光线反差极大的条件下捕
获清晰的图像。

5. 低信噪
设置增强功能以减少图像中的信噪。 由于降噪会减少所需的存储
量，因此适用于根据具体条件进行刷新的 DVR 和 IP 存储系统。

6. 鲜艳
此模式增强对比度、清晰度和饱和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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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日 / 夜切换
摄像机配有机动红外线滤镜。 在弱光或红外线照明条件下，机械红外
线滤镜可通过软件配置设置来移除。
如果选定了自动切换模式，摄像机将根据检测到的光照强度自动转换
滤镜。 光照强度转换级别可通过编程设定。 在自动切换模式下，摄像
机将按优先顺序划分移动 （摄像机在光照强度允许的情况下生成清晰
图像，而没有因移动而产生的模糊效果）或彩色图像 （摄像机在光照
强度允许的情况下生成彩色图像）。 摄像机可识别红外线照明场景，
以免意外地切换至彩色模式。 
可用四种不同方法控制红外线滤镜：
- Bilinx 通信技术 
- 根据检测到的光照强度自动进行
- 作为编程模式配置文件的一部分

1.4 摄像机控制通信 (Bilinx)
此摄像机配有一个同轴电缆通信收发器 （也称 Bilinx）。 与 VP-
CFGSFT 配合使用时，可从同轴电缆上的任何位置更改摄像机设置。 
所有菜单均可远程访问，以便用户完全控制摄像机。 通过这种通信方
法，还可禁用摄像机上的本地按键。在使用远程控制时，为了避免中
断已安装的摄像机上的通信，已禁用了 Communication On/Off （通
信开启 / 关闭）选项。 此功能只能通过摄像机按钮访问。 只能使用摄
像机上的按钮禁用 Bilinx 通信。

禁用摄像机按钮
当 Bilinx 通信链路处于活动状态时，摄像机上的按钮会被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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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主菜单结构

1.5.1 模式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模式 子菜单 设置操作模式 1 - 6

曝光 子菜单 曝光控制 

Day/Night （日 /
夜）

子菜单 用于彩色 / 黑白操作的日 / 夜设置

增强 子菜单 图片增强和性能

颜色 子菜单 白平衡和色彩重现

移动侦测 子菜单 视频移动探测

图像调整 子菜单 设置数字放大或数字图像稳定性

项目 选项 说明

模式 1 至 6 选择操作模式。

模式 ID 字母数字 模式名称 （最长 11 个字符）

复制活动模式 可用模式编号 将当前模式设置复制到所选的模式编号。

默认模式 子菜单 恢复摄像机的工厂默认设置。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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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曝光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ALC 电平 -15 至 +15 选择视频电平范围。 正值适合低光照条
件；而负值适合非常强的光照条件。
当启用智能背光补偿技术时，某些自动
亮度控制调整可以改善场景内容。

ALC 速度 慢、中、快 调整视频电平控制环路的速度。 对于大
多数场景，应采用默认值。

Shutter （快
门）

自动快门、无频
闪、固定

AES （自动快门）- 摄像机自动设置最
佳快门速度。
无频闪 - 无频闪模式可以消除光源的干
扰 （建议仅将此模式用于 DC 光圈镜
头）。
固定 - 允许用户自定义快门速度。

默认 （自动快
门）快门 
或
固定快门

1/50 (PAL) 
1/60 (NTSC)
1/100 (PAL) 
1/120 (NTSC)
1/250 
1/500 
1/1000 
1/2000 
1/4000 
1/10K
1/100K 

在默认 （自动快门）模式中，摄像机在
场景照明强度足够高的情况下尽可能地
采用所选的快门速度。
在 “ 固定 ” 模式中，选择快门速度。

实际快门 显示摄像机的实际快门值，以便在设置
期间帮助比较光照强度和最佳的快门速
度。

增益控制 开，固定 开 - 摄像机在保证图像品质良好的前提
下自动将增益设为最低的可能值。
固定 - 设置固定 AGC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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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日 / 夜子菜单

最大 AGC
或
固定 AGC

0 dB 至 40 dB 在 AGC 操作期间选择允许的最大增益
值。
选择用于固定增益操作的增益设置 （0 
表示无增益）。

实际 AGC 显示摄像机的实际 AGC 值，以便帮助比
较增益级别与光照强度和图像性能。

灵敏度提升动态 关，2x、 
3x、…、10x

选择增强摄像机灵敏度的系数。
处于活动状态时，图像中可能会出现一
些信噪或斑点。 这是摄像机的正常现
象。 它还可能导致在运动的物体上形成
移动模糊。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项目 选项 说明

Day/Night
（日 / 夜）

Auto （自
动），Color
（彩色），
Monochrome
（黑白）

自动 - 摄像机依据场景光照强度切换红外
线滤镜。
彩色 - 无论光照强度如何，摄像机均会产
生彩色信号。 
黑白 - 移除红外线滤镜，从而获得充分的
红外线灵敏度。 

Switch level
（转换电平）

-15 至 +15 设置摄像机在自动模式下切换至黑白操作
的视频电平。 
低 （负）值意味着摄像机在较低光照强度
下切换至黑白模式。 高 （正）值意味着摄
像机在较高光照强度下切换至黑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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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换时延 1 秒、2 秒、3 
秒、5 秒、10 
秒、20 秒、30 
秒、60 秒、
120 秒、
240 秒

在自动模式下为日夜过渡设置评估时间。

优先级 Motion （移
动）、Color
（彩色）

在 AUTO （自动）模式下：
彩色 - 只要光照强度允许，摄像机便会提
供彩色图像。
移动 - 只要光照强度允许，摄像机便会避
免移动模糊 （它切换至黑白模式的优先级
高于彩色）。

IR contrast
（IR 对比度）
（黑白）

增强，正常 增强 - 摄像机会以高 IR 强度优化各种应用
场合中的对比度。 对于 IR （730 至 940 
nm）光源和具有绿色草木的场景，请选择
此模式。
正常 - 摄像机会以可见光照明级别优化各
种黑白应用场合中的对比度。

IR 强度
（黑白）

0 至 +15 输入外部 IR 强度，以确定夜晚至白天过渡
的时刻。 0 是无红外灯； +15 是非常强的
照明。

彩色脉冲 （黑
白）

开，关 关 - 当摄像机处于黑白模式时，视频信号
中的彩色脉冲会关闭。
开 - 彩色脉冲始终保持活动状态，即使摄
像机处于黑白模式时也是如此（某些 DVR 
和 IP 编码器要求这种设置）。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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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增强 / 动态引擎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动态引擎 关
XF 超动态
HDR 
智能背光补偿

Off （关）：关闭所有自动场景细节和增强
功能 （建议仅用于测试）。
XF 超动态：启用附加的内部处理功能，以
提高可见性。
HDR：相对于 XF 动态功能，将增加双重
快门曝光。 在恶劣的照明条件下，把每种
曝光的像素进行混合，以提供细节更好的
图像。
智能背光补偿：逆光补偿窗口和加权系数
是自动定义的。 摄像机会根据不断变化的
光照条件动态调整这些功能。

对比度增强 低、中、高 在中等亮度级别，增大对比度。 
为高对比度场景选择 “ 低 ”。 为低对比度场
景 （例如，有雾的场景）选择 “ 高 ”。

Sharpness
（清晰度）

-15 至 +15 调整图像的清晰度。 0 对应于默认位置。
低 （负）值会使图像不太清晰。 清晰度越
高，显示的细节就越多。 
较高的清晰度可以增强牌照、面部特征和
某些表面边缘的细节。

3D 降噪 关 
低
中
高

自动减少图像中的信噪。 
对于在摄像机前面快速移动的物体，这会
引起某些运动模糊。 这可以通过加宽视场
或降低选择值进行纠正。

2D 降噪 关 
低
中
高

自动减少图像中的信噪。 
选择 “ 高 ” 可能会导致模糊。 
选择 “ 较低 ” 可提高清晰度，但信噪会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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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彩色子菜单

Peak White 
Invert （白色峰
值抑制）

开，关 白色峰值抑制选项用于减少 CRT/LCD 显
示屏的眩光。 
在 ANPR/LPR 应用场合中使用，旨在减弱
车灯直射。 
（请进行现场测试，确保它有利于应用场
合，同时不会导致保安系统的操作人员分
神）。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项目 选项 说明

White Balance
（白平衡）

ATW 室内、
ATW 室外、 
ATW hold、
手动

ATW - 自动跟踪白平衡这一功能允许摄
像机不断地作出调整以获得最佳的色彩
重现。 
ATW hold - 锁定自动跟踪白平衡并保存
颜色设置。 
手动 - 可手动将红增益和蓝增益设置为所
需的位置。

速度 快速 
中速 
慢速

调节白平衡控制环路的速度。 

红增益 -50 至 +50 手动和 ATW hold - 调整红增益。

蓝增益 -50 至 +50 手动和 ATW hold - 调整蓝增益。

饱和度 -15 至 +15 调节色彩饱和度。 选择 -15 会提供黑白
图像；选择 0 会提供默认饱和度；选择 
+15 会提供最大饱和度。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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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移动侦测子菜单

选择移动侦测遮挡区域 
要设置移动侦测遮挡区域，请从 VMD 菜单中选择 VMD Area （侦测
区域）选项来访问区域菜单。 当进入 Area （区域）菜单时，会显示
当前区域且其左上角闪烁。 图像的闪烁一角可以使用向上、向下、向
左和向右箭头键移动。 按选择键可将闪烁光标移动到相对的角。之
后，用户即可移动该角。 再次按选择键将会冻结该区域并退出区域菜
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侦测区域 子菜单 选择 4 个区域中的 1 个区域，进入设置菜
单区域，以定义探测区域。

侦测模式 关，静音，屏
显

关 - 关闭视频移动侦测 (VMD) 功能。
静音 - 视频移动生成静音报警。
屏显 - 视频移动生成屏显文字报警。

侦测灵敏度 0 至 127 将移动灵敏度调节到所需级别。 白色条越
长，则需要更大级别的移动才能激活移动
侦测报警。 超过此级别的移动会激活报警。

OSD 报警文字 字母数字 屏显报警文字 （最长 16 个字符）。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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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图像调整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Digital Zoom
（数字放大）

x1、x2、x4、
x8、x16

选择变焦系数

数字防抖 关，开 选择 “ 开 ” 以稳定图像。

退出 返回到主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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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安装菜单结构

项目 选项 说明

Language （语
言）

子菜单 选择屏显 (OSD) 语言

镜头向导 子菜单 选择此项以优化焦点。

同步 子菜单 设置同步参数

连接 子菜单 连接参数

Test signal （测
试信号）

子菜单 测试方式和文字

摄像机 ID 子菜单 选择以进入 ID 子菜单

Privacy 
masking （隐私
遮挡）

子菜单 设置遮挡区域

翻转 子菜单 选择 “ 翻转 ” 子菜单

Default ALL
（恢复所有默认
值）

子菜单 将所有模式的全部设置恢复至厂商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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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语言子菜单

1.6.2 镜头向导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Language （语
言）

英语
西班牙语
法语
德语
葡萄牙语
俄语
简体中文

以所选的语言显示屏显菜单。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立即设置焦距  选择以完全打开光圈。 按照调整镜头焦距
的说明进行操作。
执行调焦操作后，所拍摄目标在明亮和低
照度条件下均会保持在焦点位置。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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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 同步子菜单

1.6.4 连接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同步 内部
线路锁定

内部锁定 - 允许摄像机自由操作。 
线路锁定 - 锁定至交流电源。

Vertical phase
（垂直相位）

0、1、… 359 调整垂直相位偏差 （当处于线路锁定模式
且检测到有效的电源频率时）。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加热器 关，自动 选择 Auto （自动）可启用恒温调节加热器
功能。 在大约 0°C (+32°F) 时打开加热器。

Bilinx 通信 开，关 如果选择 “ 关 ”，则会禁用 Bilinx 通信。

电缆补偿 关、默认、
RG59、RG6

对于超过 1000 米 （3000 英尺）的长距离
同轴电缆连接，使用电缆补偿选项可以避
免使用放大器。 为了获得最佳图像效果，
请选择所用的同轴电缆类型；如果不知道
电缆类型，请选择 Default （默认）。

补偿级别 0、1、2、 ... 
+15

设置电缆补偿的级别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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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 测试信号子菜单

1.6.6 摄像机 ID 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显示摄像机 ID 关，开 选择 “ 开 ” 可以覆盖视频测试信号中的摄像
机 ID。

测试方式 颜色条 
光栅
脉冲
交叉排线
交叉阴影

选择所需的测试方式以帮助安装和查找故
障。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摄像机 ID 输入包含 17 个字符的摄像机名称。 使用向
左 / 向右箭头键可以更改在字符串中的位
置，使用向上 / 向下箭头键可以选择字符。 
使用选择键可以退出。

显示 ID 位置 关、左上、右
上、左下、右
下

选择摄像机 ID 在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摄像机 ID 边界 开，关 显示摄像机 ID 后面的灰色边界以使其易于
读取。

MAC 地址 显示 MAC 地址 （工厂设置，不能更改）。

摆钟 开，关 摆钟连续移动表示是实况图像，而不是冻
结或回放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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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ID 位置。 关、左上、右
上、左下、右
下

摄像机模式显示在屏幕上的选定位置。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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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隐私遮挡子菜单

选择隐私遮挡区域 
要设置隐私遮挡区域，请在隐私遮挡菜单上选择 Area （区域）选项
以访问区域菜单。 当进入 Area （区域）菜单时，会显示当前区域且
其左上角闪烁。 图像的闪烁一角可以使用向上、向下、向左和向右箭
头键移动。 按选择键可将闪烁光标移动到相对的角。之后，用户即可
移动该角。 再次按选择键将会冻结该区域并退出区域菜单。

1.6.8 翻转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遮挡 1 至 15 可以遮挡 15 个不同区域。

模式 黑色，灰色，
白色，信噪

选择所有遮挡模式。

活动 开，关 打开或关闭每个遮挡区域。

马赛克 开，关 打开或关闭马赛克。

窗口 子菜单 选择以打开用于定义遮挡区域的窗口。

项目 选项 说明

翻转 关
水平
上下
中心

选择翻转模式。

退出 返回到安装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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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默认值子菜单
项目 选项 说明

恢复所有默认值 否，是 将六个模式的所有设置恢复至它们的工厂
默认值。 选择 “ 是 ”，然后按菜单 / 选择按
钮以恢复所有值。 
完成后，会显示 RESTORED! （已恢
复！）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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