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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新功能

在 Management Client 2022 R2 中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l 该附加产品的第一个版本

l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附加产品兼容 MOBOTIX HUB L5 版本 2022 R2 和更高版本，以及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版本 2022 R2 和更高版本。

XProtect LPR:

l 作为国家/地区模块一部分的牌照样式现在列在一处。

l 为了使牌照样式更易于管理，您可以根据牌照识别需要将它们分组为别名。

l 匹配列表现在支持别名。

在 Management Client 2022 R1 中

事件服务器加密：

l 您可以对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 。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31 页上的启用事件服务器加密。

通过外部 IDP 登录：

l 您现在能够使用外部 IDP 登录 MOBOTIX HUB VMS。通过外部 IDP 登录是以 Active Directory 用户或基本用户登录的
一种替代选择。凭借外部 IDP 登录方式，您可以绕过基本用户的设置要求，并且仍然能够获授权访问 MOBOTIX HUB
中的组件和设备。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外部 IDP（以作说明）。

更新硬件数据

l 您现在能够看到 Management Client 中系统侦测到的硬件设备的当前固件版本。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63 页上的更新您的硬件数据。

登录（已作说明）
启动 Management Client 时，必须先输入登录信息才能连接到系统。

安装 MOBOTIX HUB L5 2016 或 MOBOTIX HUB L4 2016 或更新版本后，您可以在安装补丁后登录到运行旧版本产品的系
统。支持的版本包括 MOBOTIX HUB L5 2013 和 MOBOTIX HUB L4 2013 或更新版本。

登录授权（已解释）

系统允许管理员设置用户，以使这些用户只能在得到具有足够权限的其他用户的登录授权时登录系统。在此情况下，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或 Management Client 在登录期间要求第二次授权。

27 / 458



总览

与内置的管理员角色关联的用户始终有权进行授权，而不会被要求进行二次登录，除非该用户与需要执行二次登录的另一个角
色相关联。

要将登录授权与角色关联：

l 在信息选项卡（请参阅角色设置）的角色下为所选角色设置需要登录授权，从而要求用户在登录时进行额外的授权

l 在整体安全选项卡（请参阅角色设置）的角色下为所选角色设置为用户授权，使用户能够为其他用户的登录提供授权

可为同一个用户选择这两个选项。这意味着将要求用户在登录过程中进行额外的授权，但也可为除该用户外的其他用户的登录
提供授权。

使用非安全连接登录

登录 Management Client 时，系统可能会询问您是否要使用非安全网络协议进行登录。

l 单击允许以登录并忽略通知。为避免将来收到此通知，可以选择记住我的选择。不再显示此消息或单击工具 > 选项，
然后选择允许与服务器的非安全连接（需要重新启动 Management Client）。

有关安全通信的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更改您的基本用户密码

如果您以基本用户身份登录，则可以更改密码。如果选择其他身份验证方法，则只有系统管理员才能更改您的密码。更改密码
通常会提高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安全性。

要求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版本必须为 2021 R1 或更新版本。

步骤：

1. 开始 Management Client。登录窗口将打开。

2. 指定您的登录信息。在身份验证列表中，选择基本身份验证。此时会出现一个带有文本更改密码的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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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该链接。此时将打开一个浏览器窗口。

4. 按照说明进行操作并保存更改。

5. 现在您可以使用您的新密码登录 Management Client。

产品概述
MOBOTIX HUB VMS产品是设计用于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安装的视频管理软件。无论您是想保护店面免遭破坏，还是想要管理
多站点高安全性安装，MOBOTIX HUB 都能让您梦想成真。该解决方案提供对所有设备、服务器和用户的集中管理，并提供由
时间表和事件驱动的、极其灵活的规则系统。

本系统包含下列主要组件：

l 管理服务器，它是安装的中心，由多个服务器构成

l 一个或多个记录服务器

l 一个或多个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安装

l MOBOTIX HUB Download Manager

l 一个或多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安装

l 一个或多个 MOBOTIX HUB Web Client 使用和/或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安装（如有需要）

本系统还包括完全集成的 Matrix 功能，可用于分布式查看从监控系统上的任何摄像机到安装了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任何计算机上的视频。

您可以在分布式设置中将系统安装在虚拟服务器或多个物理服务器上。另请参阅 第 69 页上的分布式系统设置。

系统也可在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导出视频证据时，包含独立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Player。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Player 可让视频证据接收方（如警官或内外部调查人员等）直接浏览和播放导出的记录，而不必在他们的
计算机上安装任何软件。

通过安装功能最丰富的产品（请参阅 第 86 页上的产品对比），您的系统可以处理数量不受限制的摄像机、服务器和用户（需
要时可跨站点进行）。本系统能够处理 IPv4 以及 IPv6。

系统组件

管理服务器（已作说明）

管理服务器是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核心组件。它在SQL数据库中存储监控系统的配置，该数据库位于管理服务器计算机自身的
SQL Server上或网络中单独的SQL Server上。还可处理用户身份验证、用户权限、规则系统等。为改善系统性能，可以将多
个管理服务器作为MOBOTIX FederatedArchitecture™运行。管理服务器作为服务运行，并且通常安装在专用服务器上。

用户连接到管理服务器进行初始身份验证，然后透明地连接到记录服务器以便访问视频记录等。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已作说明）

管理服务器、事件服务器和日志服务器在一个或多个 SQL Server 安装的 SQL 数据库中存储诸如系统配置、警报、事件和日志
消息等。 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共享相同的 SQL 数据库，而日志服务器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和 Identity
Provider 每个都具有自己的 SQL 数据库。有关 Identity Provider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52 页上的Identity Provider（已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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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有关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SQL 数据库和日志记录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单独的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手册。

系统安装程序包括 SQL Server 的免费版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对于与 SQL 数据库之间有许多交易的庞大系统或系统，MOBOTIX 建议您在网络上的专用计算机上以及在不用于其他用途的专
用硬盘驱动器上使用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Standard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 在自己
的驱动器上安装 SQL Server 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

记录服务器（已作说明）

记录服务器负责与网络摄像机和视频编码器通信、记录检索的音频和视频，以及提供对实时与记录音频和视频的客户端访问。
此外，记录服务器还负责与通过MOBOTIX Interconnect 技术连接的其他 MOBOTIX 产品进行通信。

设备驱动程序

l 网络摄像机和视频编码器之间的通信，通过专门针对各个设备或相同制造商的一系列相似设备开发的设备驱动程序完
成

l 从 2018 R1 版本开始，设备驱动程序分为两个设备软件包：包含较新驱动程序的常规设备软件包和包含较旧驱动程序
的旧设备软件包

l 安装记录服务器时，将自动安装常规设备软件包。稍后，您可以下载并安装更新版本的设备软件包，以更新驱动程序

l 只有在系统安装了常规设备软件包的情况下，才能安装旧版设备软件包。如果系统上已经安装了以前的版本，将自动
安装旧版设备软件包中的驱动程序。可以在软件下载页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手
动下载和安装。

媒体数据库

l 记录服务器将检索的音频和视频数据存储在针对记录和存储音频和视频数据优化的定制高性能媒体数据库中

l 媒体数据库支持多个独特的功能，如多级存档、视频整理、加密以及将数字签名添加至记录。

该系统使用记录服务器记录视频馈送，并与摄像机和其他设备通信。监控系统通常由多个记录服务器组成。

记录服务器是已安装 Recording Server 软件并将其配置为与管理服务器通信的计算机。当您展开服务器文件夹然后选择记录
服务器时，可以在总览窗格中看到您的记录服务器。

对于早于此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的版本，与 recording server 的向后兼容性将受到限制。您仍可访问旧版本记录服务
器上的记录；但如果要更改其配置，请确保它们与该管理服务器版本匹配。MOBOTIX 建议将系统中的所有记录服务器升级至
与您的管理服务器相同的版本。

记录服务器支持对客户端和服务的数据流加密：

l 第 232 页上的对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

l 第 222 页上的查看客户端的加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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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服务器还支持将与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加密。

l 第 228 页上的从管理服务器启用加密或将加密应用到管理服务器

您具有与管理 recording server 相关的多个选项：

l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l 第 258 页上的移动硬件

l 第 273 页上的删除记录服务器上的所有硬件

l 第 273 页上的删除记录服务器

如果 Recording Server 服务正在运行，请务必确保 Windows Explorer 或其他程序没有访问与您的系
统设置相关的媒体数据库文件或文件夹。否则，记录服务器可能无法重命名或移动相关媒体文件。这
可能会使记录服务器停止。要重新启动已停止的记录服务器，请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关闭正
在访问相关媒体文件或文件夹的程序，并重启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移动设备服务器（已作说明）

移动设备服务器负责为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和 MOBOTIX HUB Web Client 用户提供系统访问权限。

除了用作两个客户端的系统网关外，移动设备服务器还可以对视频进行转码，因为许多情况下，原始的摄像机视频流太大，不
适合客户端用户的带宽。

如果您正在执行分布式或自定义安装，MOBOTIX 建议在专用服务器上安装移动设备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已作说明）

事件服务器会处理与事件、警报、地图可能还有通过 SDK 进行的第三方集成相关的各种任务。

事件

l 所有系统事件均合并到事件服务器中，因此合作伙伴在单个地方和接口进行利用系统事件的集成

l 此外，事件服务器允许第三方通过常规事件或分析事件界面将事件发送至系统

警报

l 事件服务器托管警报功能、警报逻辑、警报状态并处理警报数据库。警报数据库存储在管理服务器使用的相同SQL数
据库中

地图

l 事件服务器还托管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配置和使用的地图

SDK

l 最后，第三方开发的插件可以安装在事件服务器上，并利用对系统事件的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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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服务器（已作说明）

日志服务器将整个系统的所有日志消息存储在一个 SQL 数据库中。 此日志消息 SQL 数据库可以与管理服务器的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存在于同一 SQL Server 上，也可以存在于单独的 SQL Server 上。 日志服务器通常安装在与管理服务器相同的服务器
上，但为了提升管理服务器和日志服务器的性能，也可以安装在单独的服务器上。

API Gateway（已作说明）

API Gateway安装在本地，旨在作为所有当前视频管理软件服务器组件（管理服务器、事件服务器、录制服务器、日志服务器
等）上 RESTful API 服务的前端和公共入口点。API Gateway服务可以安装在与管理服务器相同的主机上，也可以单独安装，
并且可以安装多个（每个安装在各自的主机上）。

RESTful API 部分由每个特定的视频管理软件服务器组件实现，API Gateway可以简单地传递这些请求和响应，而对于其他请
求，API Gateway将根据需要转换请求和响应。

目前，由管理服务器托管的配置 API 是一个 RESTful API。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API Gateway管理员手册。

故障转移

故障转移管理服务器（已作说明）

通过在 Microsoft Windows 群集中安装管理服务器来实现管理服务器上的故障转移支持。群集随后可以确保在第一台服务器
出现故障时，另一台服务器接管管理服务器功能。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已作说明）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是在常规记录服务器变得不可用时进行接管的额外记录服务器。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配置故障转移记录
服务器，将其作为 冷后备服务器或作为热后备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安装类似于标准记录服务器（请参阅 第 125 页上的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安装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之后，便可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看到它们。MOBOTIX 建议您将所有故障转移
记录服务器安装在单独的计算机上。确保使用管理服务器的正确 IP 地址/主机名配置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安装过程中，将
提供运行故障转移服务器服务所使用的用户帐户的用户权限。 它们是：

l 用于启动或停止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启动/停止权限

l 用于读取或写入 RecorderConfig.xml文件的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如果选择了证书进行加密，则管理员必须在所选证书私钥上向故障转移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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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使用加密的记录服务器接管，MOBOTIX 还建议您准备使用加密的故障转移
记录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和 第 125 页上的安装故障转
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可在设备级别指定您想要的故障转移支持类型。对于记录服务器上的每台设备，选择全力、仅实时或无故障转移支持。这有助
于对故障转移资源进行优先级排序，例如，为视频而不为音频设置故障转移，或仅在重要的摄像机而不在较不重要的摄像机上
设置故障转移。

在系统处于故障转移模式时，您无法更换或移动硬件、更新记录服务器或更改设备配置（如存储设置
或视频流设置）。

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热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设置中，您可以将多播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分到故障转移组中。整个故障转移组专门用于在多台
预选的记录服务器中的任意一台变得不可用时进行接管。您可以根据需求创建任意数量的组（请参阅 第 157 页上的为冷后备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分组）。

分组具有明显的好处：在之后指定哪些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应接管记录服务器时，您可以选择一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如果
所选组包含一台以上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这样便可使一台以上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做好在记录服务器不可用时进行接管的
准备，从而确保安全。您可以指定第二组故障转移服务器，当第一组中的所有记录服务器都繁忙时，第二组就接管第一组。故
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一次只能为一个组的成员。

故障转移组中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按顺序排列。该顺序决定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记录服务器的顺序。默认情况下，该
顺序反映您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加入故障转移组时的顺序：最先放入的就排在最前面。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热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热后备记录服务器设置中，您可以专门指定一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只接管一台记录服务器。因此，系统可使该故障转移记
录服务器保持“后备”模式，这意味着它与相应记录服务器的正确/当前配置同步，可以比常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更快地进行
接管。如上文所述，热后备服务器仅分配给一台记录服务器，无法进行分组。您无法将已经属于某个故障转移组的故障转移服
务器选为热后备记录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验证

要验证从故障转移服务器到记录服务器的视频数据合并，您必须通过停止记录服务器服务或关闭记录
服务器计算机来使记录服务器不可用。

通过拔出网线或使用测试工具阻塞网络而导致的任何手动网络中断都不是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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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功能（已解释）

l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每 0.5 秒检查一次相关记录服务器的状态。如果录制服务器在 2 秒内无回复，录制服务器将被视
为不可用，并且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会进行接管

l 在接管不可用的记录服务器时，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需要耗费五秒，再加上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启动时间以及连接到摄像机所花的时间。相比而言，热后备服务器具有更快的接管速度，因为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已经使用正确的配置运行，并且只需启动其摄像机以提供馈送。在启动期间，您将无法存储录
像，也无法查看受影响摄像机的实时视频

l 记录服务器重新变为可用时，会自动从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存储的记录会自动合并到
标准记录服务器的数据库中。合并流的时间取决于记录量和网络容量等。合并期间，您将无法浏览故障转移记录服务
器接管时间段中的录像

l 如果在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中的合并过程期间，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必须从另一个记录服务器接管，它会推迟
与记录服务器 A的合并过程，并从记录服务器 B 接管。当记录服务器 B 重新变为可用时，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会开始
合并过程并允许记录服务器 A和记录服务器 B 同时合并回记录。

l 在热后备设置中，热后备服务器无法接管其他记录服务器，因为它只能作为单一记录服务器的热后备。 但是如果该记
录服务器再次发生故障，热后备服务器将再次接管，并且还会保留前一时间段的记录。记录服务器会持续录制，直到
它们合并回主录像服务器或直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用完磁盘空间

l 故障转移解决方案不提供完整冗余，仅可作为将停机时间缩短至最低程度的可靠方法。记录服务器重新变为可用时，
Failover Server 服务将确保记录服务器已做好重新存储录像的准备。之后才将存储记录的职责交回标准记录服务器。
因此，在流程的这一阶段不太可能丢失录像

l 客户端用户不容易注意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正在接管。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时会出现短暂中断（通常仅为数秒
钟）。在此中断期间，用户无法访问受影响记录服务器的视频。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之后，客户端用户便可
恢复查看实时视频。由于最近的记录存储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上，因此可播放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后的记录。
在记录服务器重新工作并从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之前，客户端无法播放仅存储在受影响的记录服务器上的更早记
录。不能访问存档记录。在记录服务器重新工作后，会有一个合并流程，在该流程中故障转移记录将合并回记录服务
器的数据库。在此流程中，无法播放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时间段中的录像

l 在常规故障转移设置中，无需为另一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设置一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作为备份。 因为您分配故障
转移组，不用分配用于从特定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的具体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故障转移组必须包含至少一台故障转
移记录服务器，但可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如果故障转移组包含一台以上故障转移记录服务
器，就有一台以上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能够接管。

l 在热后备设置中，无法为热后备服务器设置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或热后备故障转移服务器

34 / 458



总览

故障转移步骤（已解释）

说明

涉及的服务器（红色数字）：

1. Recording Server

2.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3. Management Server

冷后备设置的故障转移步骤：

1. 为了检查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是否运行，它与记录服务器之间必须具有不中断的 TCP 连接。

2. 此连接被中断。

3.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管理服务器请求记录服务器的当前配置。管理服务器发送请求的配置，故障转
移记录服务器接收配置，启动，然后代表记录服务器开始记录。

4.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和相关摄像机交换视频数据。

5.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连续尝试重新建立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6. 重新建立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后，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关闭，记录服务器获取在其停机时间记录的视
频数据（如果有），然后将视频数据合并回记录服务器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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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热后备设置的故障转移步骤：

1. 为了检查热后备服务器是否运行，它与所分配的记录服务器之间必须具有不中断的 TCP 连接。

2. 此连接被中断。

3. 热后备服务器从管理服务器了解分配的记录服务器的当前配置，并代表其开始记录。

4. 热后备服务器和相关摄像机交换视频数据。

5. 热后备服务器连续尝试重新建立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6. 重新建立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后，热后备服务器回到热后备模式，记录服务器获取在其停机时间记录
的视频数据（如果有），然后将视频数据合并回记录服务器数据库中。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已解释）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安装有两个服务：

l Failover Server 服务用于处理从记录服务器接管的过程。该服务始终运行，并持续检查相关记录服务器的状态

l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用于使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用作记录服务器。

在冷后备设置中，该服务仅在必要时启动，即当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应从记录服务器接管时。启动该服务通常
需要数秒时间，但根据本地安全设置及其他设置，可能需要更长时间。
在热后备设置中，该服务始终运行，使热后备服务器比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更快接管。

客户端

Management Client（已作说明）

Management Client 是功能丰富的管理客户端，用于系统的配置和日常管理。有数种语言版本。

通常安装在监控系统管理员的工作站或类似设备上。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已作说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是旨在帮助您管理 IP 监控摄像机的桌面应用程序。它使用户可以访问实时和记录的视频，对摄像
机和连接的安全设备进行即时控制，并可以对记录和元数据进行高级搜索，从而提供对安全设施的直观控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提供多个本土语言版本，具有自适应的用户界面，可优化以适应不同操作员的任务，并根据具体
技能和权限级别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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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允许您通过选择浅色或深色主题来定制您在特定工作环境中的视觉体验。它还独具针对工作优化的选项卡和集成视频时间
轴，让您轻松进行监控操作。

用户使用SDK可以集成多种类型的安全和业务系统以及视频分析应用程序，它们均可通过MOBOTIXHUBDeskClient进行管
理。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必须安装在操作员的计算机上。监控系统管理员通过 Management Client 管理对监控系统的访
问。 客户端所查看的记录由 MOBOTIX HUB 系统的 Image Server 服务提供。该服务在监控系统服务器的后台运行。不需要
单独的硬件。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已解释）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是与 MOBOTIX HUB 系统的其他部分紧密整合的移动监控解决方案。它可以在 Android平板电
脑或智能手机或 Apple® 平板电脑、智能手机或便携式音乐播放器上运行，并允许您访问管理客户端中设置的摄像机、视图和
其他功能。

使用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可查看和播放一个或多个摄像机的实时视频和记录视频，控制全景/倾斜/变焦 (PTZ) 摄像
机，触发输出和事件，并使用视频推送功能将设备的视频发送至 MOBOTIX HUB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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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将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结合本系统使用，您必须添加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以在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和本系统之间建立连接。设置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后，从 Google Play 或 App Store 免费下载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以开始使用 MOBOTIX HUB Mobile。

您需要为每个设备提供一个设备许可证，以便能够将视频推送到您的 MOBOTIX HUB 系统。

MOBOTIX HUB Web Client（已作说明）

MOBOTIX HUB Web Client 是一款基于 web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用于查看、播放和共享视频。利用它可以即时访问大多数常
用监控功能，如查看实时视频，播放记录视频，以及打印和导出证据。这些功能的访问权限取决于 Management Client 中设
置的各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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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启用对 MOBOTIX HUB Web Client 的访问权限，必须安装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以在 MOBOTIX HUB Web Client
和您的系统之间建立连接。MOBOTIX HUB Web Client 本身不要求任何安装，可搭配大多数互联网浏览器使用。一旦设置好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即可在任何地方从具有互联网接入的任何计算机或平板电脑监控MOBOTIX HUB系统（前提
条件是知道正确的外部/互联网地址、用户名与密码）。

附加产品

MOBOTIX HUB Access（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要使用 MOBOTIX HUB Access，您必须购买允许您在 MOBOTIX HUB 系统中访问该功能的基本许可
证。您还需要用于要控制的每道门的访问控制门许可证。

您可以将 MOBOTIX HUB Access 与具有 MOBOTIX HUB Access 供应商特定插件的供应商的访问控制
系统配合使用。

访问控制集成这一新功能使得客户的访问控制系统与 MOBOTIX HUB 的集成变得简单。您将可以：

l 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多个访问控制系统通用的操作员用户界面

l 与访问控制系统更快更强地集成

l 适用于操作员的更多功能（请参阅下文）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操作员可以：

l 实时监视访问点的事件

l 使用访问请求的操作员辅助通道

l 使用地图集成

l 执行访问控制事件的警报定义

l 调查访问点的事件

l 对门状态进行集中概览和控制

l 获取持卡人信息并进行管理

审核日志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记录每个用户在访问控制系统中执行的命令。

除 MOBOTIX HUB Access 基本许可证之外，您还需要在事件服务器上安装供应商特定的集成插件才能启动集成。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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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是 MOBOTIX 附加产品，让组织能记录事件，并将它们与来自其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
软件的片段证据（视频及可能的音频）相结合。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用户可以在事件项目中保存所有事件信息。从事件项目中，他们可以跟踪每个事件的状态
和活动。通过这种方式，用户可以有效地管理事件，并轻松地与内部同事和外部机构共享有力的事件证据。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帮助组织大致了解他们调查区域内正在发生的事件。这些知识使组织能够采取措施，最大
限度地减少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可能性。

在MOBOTIX HUBManagement Client 中，组织的MOBOTIX HUB视频管理软件管理员可以根据组织的需求，定义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中的可用事件属性。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启动、保存和管理事件项目，并向
事件项目添加各种信息。这包括自由文本、管理员定义的事件属性以及MOBOTIX HUB视频管理软件中的片段。为实现完全可
追溯性，MOBOTIX HUB视频管理软件会记录管理员定义和编辑事件属性的时间，以及操作员创建和更新事件项目的时间。

另请参阅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手册。

XProtect LPR（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XProtect LPR 提供基于视频的内容分析 (VCA) 以及与监控系统和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交互的汽车牌照识别。

借助专业摄像机设置，XProtect LPR 在图像上进行光学字符识别，以读取牌照上的字符。

您可以结合使用 LPR（牌照识别）和其他监控功能，例如基于录像和事件的激活输出。

XProtect LPR 中的事件示例：

l 触发以特定质量进行的监控系统录制

l 激活警报

l 针对通行/禁行匹配列表进行匹配

l 开启闸门

l 打开灯光

l 将事件的视频推送至安保团队特定人员的计算机屏幕

l 发送手机短信

通过事件，您可以激活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警报。

MOBOTIX HUB Video Wall（已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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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MOBOTIX HUB Video Wall 是一种高级附加工具，使组织可以创建满足其特定安全需求的电视墙。 MOBOTIX HUB Video
Wall 提供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1系统中所有视频数据的概览，并支持任意数量或组合的监视器。

MOBOTIX HUB Video Wall 允许操作员使用一组固定的摄像机和监视器布局查看系统管理员定义的静态电视墙。然而，从操作
员可以控制显示内容的层面上说，电视墙也是操作员驱动的。这包括：

l 将摄像机和其他类型的内容推送到电视墙，例如图像、文本、警报和智能地图

l 将整个视图发送到监视器

l 在某些事件的过程中，应用备用预设2

最后，显示更改可以通过基于特定事件或时间表自动更改预设的规则进行控制。

XProtect Transact（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1“视频管理软件”的缩写。
2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一个或多个 Wall 监视器的预定义布局。预设决定了显示哪些摄像机，以及电视墙上每个监视
器的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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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XProtect Transact 是 MOBOTIX IP 视频监控解决方案的附加产品。

XProtect Transact 是用于观察当前交易以及调查过去交易的工具。交易连接到用于监控交易的数字监控视频，以（例如）帮
助您证明欺诈或提供针对罪犯的证据。交易行和视频图像之间存在 1 对 1 关系。

交易数据可源自不同类型的交易来源，通常为销售点 (PoS) 系统或自动取款机 (ATM)。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是个开放式 ONVIF 合规界面，用于从 MOBOTIX HUB VMS系统到其他基于 IP 的安全系统
的标准化视频分享。这使得执法部门、监控中心,或类似组织（称为 ONVIF 客户端）能访问从 MOBOTIX HUB VMS系统到中
央监控解决方案的实时和记录视频流。视频流是作为 RTSP 流在互联网上发送的。

关键优势为：

l 实现大型、多厂商安全部署和无缝私有到公共视频集成的真正互操作性和自由选择

l 提供对 MOBOTIX HUB VMS提供中 H.264 和 H.265 视频流的外部访问，包括实时视频和播放

l 提供标准化界面，能提供一种简单且无问题的方式，将 MOBOTIX HUB VMS解决方案与警报中心和监控站相集成

本文档提供以下内容：

l 有关 ONVIF 标准的信息以及参考资料链接

l 有关在 MOBOTIX HUB VMS产品中安装和配置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 的说明

l 关于如何启用各类 ONVIF 客户端以从 MOBOTIX HUB VMS产品流式传输实时和记录视频的示例

MOBOTIX HUB DLNA Server（已作说明）

MOBOTIX 已开发出与 MOBOTIX HUB 完全集成的附加产品，为您提供更多功能。附加产品的访问权限由您的 MOBOTIX
HUB 许可证文件控制。

DLNA (Digital Living Network Alliance) 是连接多媒体设备的标准。 电子产品制造商让自己的产品获得 DLNA认证，以实现
不同代理商和设备之间的互操作性，从而广范围地散播视频内容。

公共显示屏和电视通常都获得 DLNA认证，并连接到网络。它们可以扫描网络来寻找媒体内容、连接到设备、请求媒体流进入
内置媒体播放器。MOBOTIX HUB DLNA Server 可以被某些 DLNA认证设备找到，并将直播视频流从选定摄像机传输到附带
媒体播放器的 DLNA认证设备。

DLNA设备的实时视频延迟为 1-10 秒。这是由设备中缓冲区大小不一引起的。

MOBOTIX HUB DLNA Server 必须连接到与 MOBOTIX HUB 系统相同的网络，并且 DLNA设备必须连接到与 MOBOTIX HUB
DLNA Server 相同的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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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硬件（已解释）

硬件包括以下两种：

l 直接通过 IP 连接到监控系统记录服务器的物理单元，例如摄像机、视频编码器和 I/O 模块

l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位于远程站点上的记录服务器

有多个选项可用于为系统中的每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如果硬件位于已启用 NAT的路由器或防火墙之后，您可能需要指定不同的端口号并配置路由器/防火
墙，使其映射硬件使用的端口和 IP 地址。

添加硬件向导可帮助您检测网络上的硬件（例如摄像机和视频编码器），并将它们添加至本系统上的记录服务器。该向导还可
帮助您为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添加远程记录服务器。一次仅为一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硬件预配置（已解释）

某些制造商要求在首次将硬件添加到视频管理软件系统之前，必须在现成的硬件上设置凭据。这称为硬件预配置，是通过预配
置硬件设备向导完成的，该向导在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向导检测到此类硬件时出现。

以下是有关预配置硬件设备向导的一些重要信息：

l 在添加到视频管理软件系统之前需要初始凭据的硬件无法使用典型的默认凭据添加，而必须通过向导或直接连接到硬
件进行配置

l 您只能将凭据（用户名或密码）应用到标记为未设置的字段

l 将硬件状态设置为已配置后，您将无法更改凭据（用户名或密码）

l 预配置适用于现成的硬件，只需执行一次。预配置后，在以下系统中就可以像管理任何其他硬件一样管理该硬
件：Management Client

l 关闭预配置硬件设备向导后，预配置的硬件将显示在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向导中，现在可以将其添加到系统中。

强烈建议您在关闭预配置硬件设备向导后，通过完成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向导，将预配置的硬件添
加到系统中。如果不将硬件添加到系统中，Management Client 将不会保留预配置的凭据。

设备（已解释）

硬件具有您可以单独管理的多个设备，例如：

l 物理摄像机具有代表摄像机部件（镜头）以及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连接或内置）的设备

l 视频编码器具有连接的多个模拟摄像机，它们显示在一个设备列表中，这些设备代表摄像机部件（镜头）以及麦克
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连接或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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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O 模块具有代表（例如）灯光的输入和输出通道的设备

l 专用音频模块具有代表麦克风和扬声器输入和输出的设备

l 在MOBOTIX Interconnect设置中，远程系统以硬件显示，来自远程系统的所有设备均在一个列表中列出

在您添加硬件时，系统会自动添加硬件的设备。

有关受支持硬件的信息，请参阅MOBOTIX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上关于受支持硬件
的页面。

以下部分介绍了可以添加的每种设备类型。

摄像机

摄像机设备会将视频流提供给系统，客户端用户可以使用该视频流查看实时视频，或者系统可以记录该视频流以供客户端用户
在以后播放。角色决定用户查看视频的权限。

麦克风

在许多设备上，可以连接外部麦克风。部分设备拥有内置麦克风。

麦克风设备会将音频流提供给系统，客户端用户可以使用该音频流实时监听，或者系统可以记录该音频流以供客户端用户在以
后播放。可以将系统设置为接收触发相关动作的麦克风特定事件。

角色决定用户监听麦克风的权限。无法从 Management Client 监听麦克风。

扬声器

在许多设备上，可以连接外部扬声器。部分设备拥有内置扬声器。

用户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按讲话按钮时，系统会将音频流发送至扬声器。仅在用户讲话时才会记录扬声器音频。
角色决定用户通过扬声器讲话的权限。无法从通过 Management Client 扬声器讲话。

如果两个用户同时想讲话，则角色确定用户通过扬声器讲话的权限。作为角色定义的一部分，您可以指定扬声器的优先级，范
围为从非常高到非常低。如果两个用户同时想讲话，则角色优先级最高的用户将获得讲话的权限。如果具有相同角色的两个用
户同时希望讲话，则适用先到先得的原则。

元数据

元数据设备会将数据流提供给系统，客户端用户可以使用该数据流查看关于数据的信息，如描述视频图像的数据、图像中的内
容或对象，或记录图像的位置。元数据可以连接到摄像机、麦克风或扬声器。

元数据可以由以下对象生成：

l 提供数据的设备自身，如提供视频的摄像机

l 第三方系统或通过常规元数据驱动程序进行的集成

设备生成的元数据会自动链接至相同硬件上的一个或多个设备。

角色决定用户查看元数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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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在许多设备上，可将外部设备连接到设备的输入端口。输入设备通常为外部传感器。例如，可以将此类外部传感器用于侦测
门、窗户或门禁等是否打开。此类外部输入设备的输入会被本系统视为事件。

可在规则中使用此类事件。例如，可以创建规则，使其指定当激活输入时摄像机开始记录，并在取消激活输入30秒后停止记
录。

输出

在许多设备上，可将外部设备连接到设备的输出端口。这允许通过本系统激活/取消激活灯光、警笛等。

在创建规则时可以使用输出。您可以创建自动激活或取消激活输出的规则，并创建在输出状态更改时触发动作的规则。

设备组（已解释）

添加硬件向导将指导如何将设备分组到设备组，但始终可根据需要修改组及添加更多组。

将系统上不同类型的设备（摄像机、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分组的优点包括：

l 设备组有助于维护对系统上设备的直观总览

l 设备可存在于数个组中

l 您可创建子组以及子组中的子组

l 您可为设备组内的所有设备一次性指定共同属性

l 通过设备组设置的设备属性并不针对设备组保存，而是保存在各台设备上

l 处理角色时，您可为设备组内的所有设备一次性指定共同安全设置

l 处理规则时，您可为设备组内的所有设备一次性应用规则

可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设备组，但不得在同一设备组内混合不同类型的设备（如摄像机和扬声器）。

创建数量少于 400 台设备的设备组，以便查看和编辑所有属性。

如果删除设备组，则仅删除设备组本身。如果要从系统中删除某台设备（如摄像机），请在记录服务器级别上执行该操作。

以下示例基于将摄像机分组到设备组中的情况，但该原则同样适用于所有设备

添加设备组

指定设备组中要包含的设备

为设备组中的所有设备指定共同属性

45 / 458



总览

媒体存储

存储和存档（已解释）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存储选项卡上，您可以设置、管理和查看所选记录服务器的存储。

对于记录存储和存档，横条显示当前的可用空间量。如果记录存储不可用，您可以指定记录服务器的行为。如果您的系统包含
故障转移服务器，这最为常用。

如果您正在使用证据锁定，则会显示一条垂直的红线，指明证据锁定脚本使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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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摄像机记录视频或音频时，所有指定记录均默认存储在为设备定义的存储中。每个存储都包含一个记录存储，用于将记录内
容保存到记录数据库记录中。存储没有默认的存档，但是您可以自行创建。

为避免录像数据库满负荷运行，您可创建更多存储（请参阅 第 147 页上的添加新存储）。您还可在每个存储中创建存档（请
参阅 第 148 页上的在存储中创建存档），并启动存档流程以存储数据。

归档过程将记录自动从照摄像机的记录数据库等位置传输到另一个位置。这样，可存储的记录量将不
受记录数据库容量的限制。通过使用存档，还可将记录备份至其他介质。

您可以在每个记录服务器上配置存储和存档。

将已存档的记录存储在本地或可访问的网络驱动器上后，即可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查看它们。

如果硬盘驱动器发生故障，记录存储不可用，则横条会变成红色。仍然可以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实况视频，
但是在硬盘驱动器恢复之前，记录和存档都会停止。如果系统配置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您可以指定记录服务器停止运行，
以便使故障转移服务器接管（请参阅 第 146 页上的指定录制存储不可用时的行为）。

以下内容主要提及摄像机和视频，但对于扬声器、麦克风以及音频和声音同样适用。

MOBOTIX 建议，记录存储和存档使用专用硬盘驱动器，以防止硬盘性能降低。当格式化硬盘时，将其
分配单位大小设置从 4 更改为 64 千字节很主要。这将显著提高硬盘的记录性能。您可以在 Microsoft
网站 (https://support.microsoft.com/help/140365/default-cluster-size-for-ntfs-fat-and-exfat/)
上阅读有关如何分配单元大小的详细信息和帮助信息。

如果空闲空间小于 5GB，总是会将数据库中最旧的数据自动存档（或在未定义下一个存档时删除）。
如果空闲的空间不到 1GB，则会将数据删除。数据库始终需要 250MB 的空闲空间。如果由于未能足
够快地删除数据而达到此限制，则尝试写入数据库可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在释放足够的空间之
前，不会将更多数据写入数据库。数据库的实际最大大小为您指定的吉字节数减去 5GB。

对于符合 FIPS 140-2 的系统，如果使用不符合 FIPS的密码对 2017 R1 之前版本的 MOBOTIX HUB
VMS导出和存档媒体数据库进行了加密，则需要将数据存档在启用 FIPS之后仍可访问的位置。有关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
FIPS 140-2 合规部分。

将设备连接到存储

为记录服务器配置存储和存档设置后，您可以为单个摄像机或一组摄像机启用存储和存档。您要从单个设备或从设备组完成该
操作。请参阅 第 148 页上的将设备或一组设备连接到存储。
有效存档

当为一台摄像机或一组摄像机启用存档时，记录存储的内容会以您定义的间隔自动移动到第一个存档。

根据您的要求，您可以为您的各存储配置一个或更多存档。存档位于记录服务器计算机自身或本系统可访问的其他位置，如网
络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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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有效设置存档，可以优化存储需求。通常，特别是长期而言，希望存档记录占用的空间越小越好，即使可能稍微降低图像
的质量。您通过调整数个彼此依赖的设置，从记录服务器的存储选项卡执行有效的存档操作：

l 记录存储保留

l 记录存储大小

l 存档保留

l 存档大小

l 存档时间表

l 加密

l 每秒帧数 (FPS)。

大小字段分别定义了记录存储的大小（如圆柱状所示）及其存档的大小：

通过记录存储的保留时间和大小设置（如圆柱体白色区域所示），您可以定义记录必须经过多长时间才进行存档。在我们的示
例中，您将在记录已经过足够时间时存档记录。

存档的保留时间和大小设置定义记录在存档中保留多长时间。记录在存档中保留指定的时间，或直到存档达到指定的大小限
制。当达到这些设置时，系统开始改写存档中的旧记录。

存档时间表定义存档的频率和进行的时间。

FPS确定数据库中数据的大小。

要存档记录，所有这些参数的设置必须相互一致。这意味着下一存档的保留期限必须始终长于当前存档或记录数据库的保留期
限。这是因为声明的存档保留天数包含之前在该过程中声明的所有保留。存档的频率必须始终高于保留期限，否则可能丢失数
据。如果保留时间为 24 小时，任何超过 24 小时的数据将被删除。因此，为了让您的数据安全地移动到下一存档，存档周期
必须小于 24 小时。

示例：这些存储（左侧图像）的保留时间为 4 天，而后续存档（右侧图像）的保留时间为 10 天。存档设置为每天 10:30 进
行，可以确保存档频率远高于保留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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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也可以通过使用规则和事件控制存档。

存档结构（已解释）

当存档录制时，它们存储在存档内的特定子目录结构中。

在您系统的所有常规使用中，当系统用户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浏览所有录像时，无论这
些录像是否存档，子目录结构将对系统用户完全透明。如果您希望备份您存档的录制，则了解子目录
结构将非常有帮助。

在记录服务器的各存档目录中，系统会自动创建单独子目录。这些子目录按设备和存档数据库的名称命名。

由于在相同存档中可存储来自不同摄像机的录制，并且由于可能定期执行各摄像机的存档，所以还会进一步地自动添加子目
录。

这些子目录各自大约代表 1 小时的录制。如果按一小时进行拆分，使可以在达到允许的最大存档大小时，仅删除相对较小部分
的存档数据。

子目录的名称是在设备后加上表明录制来源（边缘摄像机或通过 SMTP）的信息，再加上包含在子目录中的最近数据库录制的
日期和时间。
命名结构

...[Storage Path]\[Storage name]\[device-name] - 加上最近录制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来自边缘存储：

...[存储路径]\[存储名称]\[设备名] (Edge) - 加上最近录制的日期和时间]\

如果来自 SMTP：

...[存储路径]\[存储名称]\[设备名] (SMTP) - 加上最近录制的日期和时间]\

实际示例

49 / 458



总览

MOBOTIX M73 视频编码器 (10.100.50.137) - 2011-10-05T11:23:47+02:00\ 上的

...F:\OurArchive\Archive1\Camera 1

子目录

会进一步自动添加子目录。这些子目录的数量和性质取决于实际录制的性质。例如，如果录制从技术层面上划分为片段，则将
添加多个不同的子目录。已将移动侦测用于触发录制时的情况常常如此。

l Media：该文件夹包含实际媒体，该媒体是视频或音频（其中一种）

l MotionLevel：该文件夹包含使用我们的移动侦测算法从视频数据生成的移动级别栅格。该数据允许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智能搜索功能执行非常快速的搜索

l Motion：系统将移动片段存储在该文件夹中。移动片段是一个时间段，在该段时间内在视频数据中检测到了移动。例
如，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时间轴使用了该信息

l 录制：系统将录制片段存储在该文件夹中。录制片段是一个时间段，在该段时间内在视频数据中存在连贯录制。例
如，该信息用于绘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时间轴

l Signature：该文件夹用于保留为媒体数据（在 Media 文件夹中）生成的签名。利用该信息，您可以确认媒体数据自
录制以来未遭篡改

如果希望备份存档，了解子目录结构的基本知识可以使您有目标地进行备份。
备份示例

要备份整个存档的内容，则备份所需的存档目录及其所有内容。例如，备份以下路径下的所有内容：

...F:\OurArchive\

要备份特定摄像机从特定时段开始的录制，则仅备份相关子目录的内容。例如，备份以下路径下的所有内容：

MOBOTIX M73 视频编码器 (10.100.50.137) - 2011-10-05T11:23:47+02:00\ 上的

...F:\OurArchive\Archive1\Camera 1

记录的预缓冲和存储（已作说明）

预缓冲用于在实际触发事件发生前记录音频和视频。如果您想要针对会触发记录的事件（如开门）进行音频或视频记录，预缓
冲非常有用。

这种预缓冲之所以可行，是因为系统会不间断接收来自已连接设备的视频和音频数据流，并在定义预缓冲期间暂时存储它们。

l 如果记录规则被触发，临时记录将在规则配置好的预记录时间里被永久化

l 如果未触发记录规则，预缓冲的临时记录将在定义预缓冲时间之后被自动删除

临时预缓冲记录的存储

您可以选择临时预缓冲记录的存储位置：

l 在内存中；将预缓冲期间限制为 15 秒。

l 在磁盘上（在介质数据库中）；您可以选择所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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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到内存（而非磁盘）可提高系统性能，但仅适用于较短的预缓冲期间。

当将记录存储在内存中并永久存储一部分临时记录时，会删除剩余的临时记录，且无法恢复。如果您需要能够保留剩余的记
录，请将记录存储在磁盘上。

身份验证

Active Directory（已作说明）

Active Directory 是 Microsoft 为 Windows 域网络发布的目录服务。 它包含在大多数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它能够
识别网络中的资源以便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它们。

在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后，您可以从 Active Directory 中添加 Windows 用户，但也可以选择在不使用 Active Directory 的
情况下添加基本用户。 存在与基本用户相关的特定系统限制。

用户（已解释）

术语用户主要是指通过客户端连接至监控系统的用户。可通过两种方式配置这些用户：

l 配置为基本用户，通过用户名/密码组合来进行身份验证。

l 配置为 Windows 用户，根据 Windows 登录进行身份验证

Windows 用户

通过使用 Active Directory 添加 Windows 用户。 Active Directory (AD) 是 Microsoft 为 Windows 域网络实施的目录服务。
它包含在大多数 Windows Server 操作系统中。它能够识别网络中的资源以便用户或应用程序访问它们。Active Directory 使
用用户和用户组概念。

用户为代表具有用户帐户的个体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示例：

组是包含若干用户的 Active Directory 对象。在此例中，“管理组”包含三个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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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可包含任意数量的用户。通过将组添加到系统，一次即可添加其所有成员。一旦将组添加到系统，随后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对组进行的任何更改（例如添加新成员或删除旧成员）会立即反映在系统中。一个用户可同时为一个以上组的成员。

可以使用 Active Directory 将现有用户和组信息添加到系统，从而获得一些好处：

l 用户和组在 Active Directory 中集中指定，因此您不需要从头开始创建用户帐户

l 您也不需要在系统上配置用户的任何身份验证，因为 Active Directory 会处理身份验证

必须首先为网络上的服务器安装 Active Directory，然后才能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服务添加用户和组。

基本用户

如果您的系统无权访问ActiveDirectory，请创建一个基本用户。有关如何设置基本用户的信息，请参阅第220页上的创建基本
用户。

Identity Provider（已作说明）

Identity Provider app pool (IDP) 是为基本用户创建、维护和管理身份信息的系统实体。

Identity Provider 还为依赖的应用程序或服务提供身份验证和注册服务，在这种情况下：记录服务器、管理服务器、Data
Collector 和报告服务器。

当您以基本用户身份登录 MOBOTIX HUB 客户端和服务时，您的请求将转到 Identity Provider。通过身份验证后，用户可以
调用管理服务器。

Identity Provider 作为管理服务器的一部分在 IIS 中运行，使用相同的 SQL Server 和单独的数据库，并负责创建和处理服务
在通信时使用的 OAuth通信令牌 (Surveillance_IDP)。

Identity Provider 日志可在以下位置找到：\\ProgramData\MOBOTIX\IDP\Logs。

External IDP（已作说明）

IDP是 Identity Provider 的首字母缩略词。external IDP 是外部应用程序和服务，您可以用来储存和管理用户身份信息并向其
他系统提供用户身份验证服务。您可以将 external IDP 与 MOBOTIX HUB VMS相关联。

索赔（已作说明）

索赔形成 external IDP 和 MOBOTIX HUB VMS之间的联系。

索赔是用户或应用程序等实体做出的关于自身的声明。在 MOBOTIX HUB VMS中，索赔可以与决定用户的 MOBOTIX HUB 权
限的角色相关联。

索赔是包含索赔名称和索赔值的关键值。例如，索赔名称可以是描述索赔值内容的标准名称，而索赔值可以是组的名称。查看
更多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示例：来自外部 IDP 的索赔示例。

使用户能够从 登录 MOBOTIX HUB VMS external IDP

l 从 external IDP 中，创建用户。您还必须识别 MOBOTIX HUB VMS和 MOBOTIX HUB 与 external IDP 之间的互动。
最后，创建索赔，以将用户识别为 MOBOTIX HUB VMS中的 external IDP 用户。

l 从 MOBOTIX HUB VMS中，创建能使 Identity Provider 联系 external IDP 的配置。更多关于如何为 external IDP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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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和配置 external IDP。

l 从 MOBOTIX HUB VMS中，通过映射来自 external IDP 的用户索赔至 MOBOTIX HUB 角色，以建立用户身份验证。
有关如何映射索赔到角色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映射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到 MOBOTIX HUB 中的角色。

external IDP 用户的唯一用户名

用户名是为通过 external IDP 登录 MOBOTIX HUB 的用户自动创建的。

external IDP 提供一组索赔来自动为 MOBOTIX HUB 中的用户创建名称，而 MOBOTIX HUB 中用算法来从 external IDP 中挑
选 VMS数据库中唯一的名称。

来自 的索赔示例external IDP

索赔包含索赔名称和索赔值。例如：

声明名称 声明值

名称 Raz Van

电子邮件 123@domain.com

amr pwd

idp 00o2ghkgazGgi9BIE5d7

preferred_
username

321@domain.com

vmsRole 操作员

locale en-US

given_name Raz

family_name 厢式货车

zoneinfo America/Los_Angeles

email_verified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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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索赔的序号来在 中创建用户名MOBOTIX HUB

在 MOBOTIX HUB 中，在 MOBOTIX HUB VMS中创建用户时的搜索优先级是由下表中的索赔序号控制的。第一个可用索赔名
称将在 MOBOTIX HUB VMS中使用：

声明名称 序号 说明

UserNameClaimType 1
已配置与一个索赔的映射，以定义用户名。索赔在工具 >
选项下的 External IDP 选项卡上的用于创建用户名的索
赔字段中定义。

preferred_username 2
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 通常在 Oidc (OpenID
Connect) 用于这个的标准索赔。

名称 3

given_name family_
name

4 名和姓氏组合，比如 Bob Johnson。

电子邮件 5

第一个可用索赔 + #
（第一个可用编号）

6 例如，Bob#1

定义特定索赔以创建用户名于MOBOTIX HUB

MOBOTIX HUB 管理员可以定义来自 external IDP 的特定索赔，该索赔应用于在 MOBOTIX HUB VMS中创建用户名。当管理
员定义了用于在 MOBOTIX HUB VMS中创建用户名的索赔，索赔必须与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名称完全相同。

l 用于用户名的索赔在工具 > 选项下的 external IDP 选项卡上的用于创建用户名的索赔字段中定义。

正在删除 external IDP 用户

由externalIDP登录在MOBOTIXHUB中创建的用户以基本用户相同的方式删除，而且用户可以在其创建之后的任何时间删
除。

如果用户在 MOBOTIX HUB 中被删除且该用户再次从 external IDP 登录，则会在 MOBOTIX HUB 中创建一个新用户。 然
而，与 MOBOTIX HUB 中用户相关的数据，如私有视图和角色会丢失，必须在 MOBOTIX HUB 中为用户再次创建这些信息。

如果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了 external IDP，则所有通过 external IDP 连接到视频管理软件的用户也将被删除。

安全

角色和角色权限（已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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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确定用户可以访问哪些设备。角色还确定权限，并处理视频管理系统中的安全。首先添加角色，然后添加用户和组，最后
添加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以及属于每个角色的其他默认配置文件。可以在系统中创建的角色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拥有自己的视图组，其视图在该视图组中创建和存储。

所有角色都必须能够访问 Management Server，启用位于角色设置 > Management Server > 第
398 页上的“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 中的连接安全权限。

如何任何其他角色一样，将用户和组添加至管理员角色。请参阅 第 219 页上的将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

除了管理员角色，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任意数量的角色。例如，对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以根据需要使其能
够访问哪些摄像机以及类似限制而赋予不同角色。要在系统中设置角色，请展开安全角色。

角色权限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系统中创建角色时，可以为角色赋予关于相关角色可以访问和使用的系统组件或功能的大量权限。例如，您可能需要创建仅
具有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或其他MOBOTIX查看客户端中的功能权限的角色，使其仅具有查看特定摄像机的权限。如
果创建此类角色，这些角色不应具有访问和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的权限，而是仅具有MOBOTIX HUB Desk Client或其他
客户端中的部分或所有功能的访问权限。要解决这一问题，可能需要设置具有一些或大多数典型管理员权限（如添加和删除摄
像机、服务器和类似功能的权限）的角色。

可以创建具有一些或大部分系统管理员权限的角色。例如，如果贵组织需要在能够管理系统子集的人员以及可以管理整个系统
的人员之间进行分离，则会涉及这一点。利用该功能可以提供访问、编辑或更改大量系统功能的区别性管理员权限，如编辑系
统中服务器或摄像机的设置的权限。可在“整体安全”选项卡（请参阅 第 398 页上的“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上指定这些
权限。要使区别性系统管理员能够启动 Management Client，您必须至少为此角色授予管理服务器上的读取权限。

所有角色都必须能够访问 Management Server，启用位于角色设置 > Management Server > 第
398 页上的“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 中的连接安全权限。

还可以将角色与从用户界面删除了相应系统功能的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从而为每个角色在 Management
Client 用户界面中应用相同限制。请参阅 第 58 页上的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已作说明） 了解信息。

要为角色赋予此类区别性管理员权限，具有默认完整管理员角色的人员必须在安全> 角色 > 信息选项卡 > 新增下建立角色。
建立新角色时，随后可使用与在系统中建立其他任何角色的相似方式将角色与自己的配置文件关联，或使用系统的默认配置文
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18 页上的添加和管理角色。

一旦指定了要与角色关联的配置文件，请转到整体安全选项卡指定角色的权限。

对于不同产品，可以为角色设置的权限存在差异。只能在MOBOTIXHUBL5中为角色赋予所有可用权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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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屏蔽（已作说明）

隐私屏蔽（已作说明）

通过隐私屏蔽，您可以定义摄像机视频在客户端中显示时，使用隐私屏蔽遮盖哪些区域。例如，如果监控摄像机拍摄街道，您
可以使用隐私屏蔽来屏蔽建筑物的特定区域（如门和窗）以保护居民的隐私。在某些国家，这是法律要求。

您可以将隐私屏蔽指定为实体或模糊。这些屏蔽可以遮盖实时、记录和导出的视频。

隐私屏蔽应用并锁定到摄像机图像的一个区域，因此被遮盖的区域不会跟随全景/倾斜/变焦移动，而是始终遮盖摄像机图像的
同一区域。在某些 PTZ摄像机上，您可以在摄像机上启用基于位置的隐私屏蔽功能。

有两种类型的隐私屏蔽：

l 永久隐私屏蔽：有这种屏蔽的区域在客户端中始终被遮盖。可用于遮盖从不需要监视的视频区域，如公共区域或不允
许监视的区域。永久隐私屏蔽是排除在移动侦测之外的区域

l 可解除隐私屏蔽：有这种屏蔽的区域可以在MOBOTIXHUBDeskClient中临时由具有解除隐私屏蔽权限的用户解除遮
盖。如果已登录的MOBOTIXHUBDeskClient用户没有解除隐私屏蔽的权限，系统会要求有权授权的用户同意该解除。
隐私屏蔽将被解除，直到超时或用户重新应用这些屏蔽。请注意，用户有权访问的所有摄像机的视频都将解除隐私屏
蔽

如果升级 2017 R3 系统或应用了隐私屏蔽的较旧版本，则屏蔽将转换为可解除屏蔽。

当用户从客户端导出或播放记录的视频时，即使您后来更改或删除了隐私屏蔽，视频也会包含记录时配置的隐私屏蔽。如果在
导出时解除隐私保护，则导出的视频不包含可解除隐私屏蔽。

如果您经常更改隐私屏蔽设置，例如每周一次，系统可能会过载。

已配置隐私屏蔽的隐私屏蔽选项卡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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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它们在客户端中的样子：

57 / 458



总览

您可以通知客户端用户关于永久和可解除隐私屏蔽的设置。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已作说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允许系统管理员修改其他用户的 Management Client 用户界面。将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
文件与角色关联，可将用户界面限制为代表对于每个管理员角色可用的功能。

ManagementClient配置文件仅处理系统功能的视觉展示，而不实际访问它。通过与单个用户相关联的角色来授予对系统功能
的总体访问权限。有关如何管理某个角色对系统功能的整体访问的信息，请参阅管理ManagementClient配置文件功能的可视
性。

可以更改所有 Management Client 元素的可见性设置。默认情况下，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可查看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所有功能。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已作说明）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允许系统管理员控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外观和行为，以及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
户能够访问哪些功能和窗格。您可以设置以下项的用户权限：窗格和选项、最小化/最大化选项、非活动时间控制、是否记住
密码、登录后显示的视图、打印报告布局、导出路径等。

要管理系统中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请展开客户端并选择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您也可以了解有关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角色和时间配置文件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一起使用它们（请参阅 第 198 页上的创
建并设置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角色和时间配置文件）。

证据锁定（已解释）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从 MOBOTIX HUB VMS 2020 R2 版本开始，从早期版本升级管理服务器时，将无法在 2020 R1 或更
早版本的记录服务器上创建或修改证据锁定，直到这些记录服务器升级后才能进行相关操作。
这也意味着，如果硬件已从一个记录服务器（从 2020 R1 或更早版本）移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并且
上面仍然有记录，则不能创建或修改证据锁定。

使用证据锁定功能，客户端操作员可以在需要时（例如，进行调查或试用）保护视频片断（包括音频和其他数据）免遭删除。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用户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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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受到保护后，系统默认保留时间后或其他情况下系统均不会自动删除数据，客户端用户也无法手动删除数据。只有在拥有
足够用户权限的用户为证据解锁之后，系统或用户才能删除数据。

证据锁定流程图：

1.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创建证据锁定。将信息发送到管理服务器。

2. Management Server 在 SQL 数据库中存储有关证据锁定的信息。

3. 管理服务器通知记录服务器在数据库中存储并保护受保护的记录。

当操作员创建证据锁定时，受保护的数据保存在其记录到的记录存储中，并与非受保护数据一起移动到存档磁盘，但是受保护
数据将：

l 遵循为证据锁定配置的保留时间。可能保留无限长的时间

l 保持录像的原始质量，即使已为非受保护数据安排了整理也是如此

当操作员创建锁定时，最小尺寸的片段是数据库将记录文件划分到的时间段，默认情况下是一小时的片段。您可以更改此设
置，但将要求您在记录服务器上自定义 RecorderConfig.xml文件。如果小片段跨越两个一小时的时间段，则系统会同时锁定
这两个时间段中的记录。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审核日志中，您可以查看用户在何时创建、编辑或删除证据锁定。

当磁盘空间不足时，它不会影响受保护的数据。而最旧的非受保护数据将被删除。如果没有更多要删除的非受保护数据，系统
将停止记录。您可以创建由磁盘已满事件触发的规则和报警，以便您自动收到通知。

除了在较长时间内存储更多数据并可能影响磁盘存储外，这样的证据锁定功能不会影响系统性能。

如果您将硬件移动（请参阅 第 258 页上的移动硬件）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

l 由证据锁定保护的记录将以创建证据锁定时定义的保留时间保留在旧的记录服务器上

l 在将摄像机生成的录像移动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之前，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仍可以使用录像上的证据锁定
来保护数据。即使您多次移动摄像机，并且录像存储在多个记录服务器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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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所有操作员均具有分配给他们的默认证据锁定配置文件，但没有该功能的用户访问权限。要指定角色的证据锁定
访问权限，请参阅角色设置的“设备”选项卡（角色）。要指定角色的证据锁定配置文件，请参阅角色设置的“信息”选项卡（角
色）。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可以编辑默认证据锁定配置文件的属性，以及创建额外证据锁定配置文件并将其分配至角色。

规则和事件

规则（已作说明）

规则用于指定在特定条件下应执行的动作。示例：当侦测到移动时（条件），摄像机应开始记录（动作）。

以下是有关使用规则可以执行的操作的示例：

l 开始与停止记录

l 设置非默认的实时帧速率

l 设置非默认的记录帧速率

l 开始与停止 PTZ巡视

l 暂停与恢复 PTZ巡视

l 将 PTZ摄像机移动到特定位置

l 将输出设置为激活/取消激活状态

l 通过电子邮件发送通知

l 生成日志条目

l 生成事件

l 应用新设备设置，如摄像机上的不同分辨率

l 使视频显示在 Matrix 接收方

l 开始与停止插件

l 开始与停止来自设备的馈送

停止设备意味着视频不再会从设备传输到系统，在这种情况下，既不能查看实时视频也不能记录视频。相反，已停止馈送的设
备仍然可以与记录服务器通信，并且可通过规则自动启动设备的馈送（与在ManagementClient中手动禁用设备后的情况相
反）。

某些规则内容可能需要为相关设备启用特定功能。例如，如果相关摄像机未启用记录，则指定摄像机
应记录的规则不会工作。创建规则之前，MOBOTIX 建议您检验相关设备是否能够正常工作。

规则复杂度

具体的选项数量取决于您要创建的规则类型，以及系统上可用的设备数量。规则可以提供高度的灵活性：您可以组合事件和时
间条件，可以在一个规则中指定多个动作，并且通常可以创建涵盖系统上多个设备或所有设备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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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简单或复杂的规则。例如，可以创建非常简单的基于时间的规则：

示例 说明

非常简单的基于时间的
规则

在星期一的 08.30 至 11.30 之间（时间条件），摄像机 1 和摄像机 2 应在时间段开始时启动
记录（动作）并在时间段结束时停止记录（停止动作）。

非常简单的基于事件的
规则

当在摄像机 1 上侦测到移动时（事件条件），摄像机 1 应立即开始记录（动作），然后在 10
秒后停止记录（停止动作）。

即使基于事件的规则被一台设备上的事件激活，仍然可以指定应在一台或多台其他设备上执
行动作。

涉及多台设备的规则
当在摄像机 1 上侦测到移动时（事件条件），摄像机 2 应立即开始记录（动作），并且连接
到输出 3 的警笛应立即响起（动作）。然后在 60 秒后，摄像机 2 应停止记录（停止动作），
并且连接到输出 3 的警笛应停止响声（停止动作）。

组合了时间、事件和设
备的规则

当摄像机 1 上侦测到移动（事件条件），并且当天是星期六或星期日（时间条件）时，摄像
机 1 和摄像机 2 应立即启动记录（动作），并应向安全管理器发送通知（动作）。然后，当
摄像机 1 和摄像机 2 上不再侦测到移动时再隔 5 秒后，两台摄像机均应停止记录（停止动
作）。

根据贵组织的需求，通常最好创建很多简单规则，而不是少量复杂规则。即使这意味着系统中要有更多的规则，但这是一种简
单的规则概览方法。让规则保持简单同时也意味着，在取消激活/激活单独的规则元素时拥有更高的灵活性。使用简单规则，
可以在需要时取消激活/激活整个规则。

规则和事件（已作说明）

规则是本系统中的核心元素。规则用于确定极为重要的设置，如摄像机在何时进行记录，PTZ摄像机应在何时进行巡视，何时
发送通知等。

例如，指定在侦测到移动时，特定摄像机应开始记录的规则：

事件是您使用管理规则向导时的核心元素。在该向导中，事件主要用于触发动作。例如，您可以创建一个规则，使其指定一旦
侦测到移动，监控系统应采取动作，开始从特定摄像机记录视频。

以下类型的条件可以触发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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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事件 当监控系统上发生事件时（例如，当侦测到移动时，当系统接收到来自外部传感器的输入时）。

时间间隔

当您进入特定的时间段时（例如，

2007 年 8 月 16 日星期四 07:00 到 07:59，

或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

故障转移时间间隔 故障转移处于活动状态或非活动状态的时间段。

重复时间

当您设置要在详细的经常性计划上执行的操作时。

例如：

l 每周二的 15:00 至 15:30 之间每 1 小时

l 每 3 个月的第 15 天 11:45

l 每天的 15:00 至 19:00 之间每 1 小时

时间基于安装有 Management Client 的服务器的本地时间设置。

您可以使用规则和事件的下列功能：

l 规则：规则是本系统中的核心元素。监控系统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由规则确定。创建规则时，可以使用所有类型的事
件

l 时间配置文件：时间配置文件是 Management Client 中定义的时间段。当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规则时，使
用它们来（例如）创建规则，以指定在特定时间配置文件内应采取的特定动作

l 通知配置文件：您可以利用通知配置文件设置现成的电子邮件通知，这些通知可由规则自动触发，例如当特定事件发
生时触发

l 用户定义事件：用户定义的事件是自定义事件，让用户可以在系统中手动触发事件，或处理来自系统的输入

l 分析事件：分析事件是从外部第三方视频内容分析 (VCA) 提供商收到的数据。您可以将分析事件用作警报的基础

l 常规事件：使用常规事件，可通过 IP 网络向系统发送简单字符串，从而在 MOBOTIX HUB 事件服务器中触发动作

时间配置文件（已作说明）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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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配置文件是管理员定义的时间段。创建规则时，可以使用时间配置文件，例如，指定在特定时间段内应采取特定动作的规
则。

时间配置文件还会与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一起分配至角色。默认情况下，所有规则都会被分配默认时间配置文件始终。这意
味着，对于使用此默认时间配置文件的角色的成员，其用户权限在系统中没有任何基于时间的限制。您还可为角色分配备用时
间配置文件。

时间配置文件可以基于一个或多个单一时间段、基于一个或多个重复时间段或基于单一和重复时间的组合。许多用户可能熟悉
日历应用程序中单个和重复时间段的概念，例如 Microsoft® Outlook 中的时间段。

时间配置文件始终以本地时间应用。这意味着，如果系统拥有位于不同时区的记录服务器，那么与时间配置文件相关的任何动
作（例如在摄像机上记录）应以各个记录服务器的本地时间执行。示例：如果有时间配置文件覆盖时间段 08:30 至 09:30，则
位于纽约的记录服务器上的相关动作将在纽约当地时间的 08:30 至 09:30 执行，而位于洛杉矶的记录服务器将在数小时后，洛
杉矶当地时间的 08:30 至 09:30 执行相同的动作。

通过展开规则和事件 > 时间配置文件创建和管理时间配置文件。时间配置文件列表会打开：仅作示例：

有关时间配置文件的替代文件的信息，请参阅日长时间配置文件（已作说明）。

日长时间配置文件（已解释）

当摄像机放置在外面时，通常需要在变黑时降低摄像机分辨率，启用黑/白或更改其他设置，并在变亮时执行相反操作。摄像
机放置在离赤道越北或越南的地方，一年中日出和日落时间的变化越大。因此不可能使用正常的固定时间配置文件来根据光的
条件调整摄像机设置。

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创建用来定义指定地理区域日出和日落的日长时间配置文件。通过地理坐标，系统会计算每天的日出和
日落时间，甚至包含夏令时。因此，时间配置文件会自动跟随所选区域每年日出/日落的变化，确保配置文件只在需要的时间
处于活动状态。所有时间和日期都基于管理服务器的时间和日期设置。您还可以为开始（日出）和结束时间（日落）设置正或
负偏移（按分钟）。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偏移可以相同或不同。

创建规则和角色时，均可使用日长配置文件。

通知配置文件（已解释）

使用通知配置文件，可以设置现成电子邮件通知。 通知可由规则自动触发，例如当特定事件发生时触发。

创建通知配置文件时，指定消息文本并决定是否要在电子邮件通知中包含静态图像和 AVI 视频剪辑。

您可能需要禁用阻止应用程序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的任何电子邮件扫描器。

创建通知配置文件的要求

必须首先为电子邮件通知指定邮件服务器设置，然后才可以创建通知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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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邮件服务器上安装必要的安全证书，则可以保护与邮件服务器的通信。

如果您希望电子邮件通知能够包含 AVI 影片剪辑，必须首先指定压缩设置：

1. 前往 工具 > 选项。这将打开选项窗口。

2. 在邮件服务器选项卡 (第 295 页上的“邮件服务器”选项卡（选项）) 上配置邮件服务器，并在AVI 生成选项卡 (第 296
页上的“AVI 生成”选项卡（选项）) 上配置压缩设置。

用户定义事件（已解释）

如果所需事件不在事件总览列表中，可创建自己的用户定义事件。使用此类用户定义事件，可将其他系统集成到监控系统中。

利用用户定义事件，可使用从第三方访问控制系统接收的数据作为系统中的事件。这些事件随后可以触发动作。这样，就可以
（例如）在某人进入建筑物时开始记录相关摄像机的视频。

用户定义事件还可用于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实时视频时手动触发事件，如果在规则中使用，还可用于自动触
发。例如，当发生用户定义事件 37 时，PTZ摄像机 224 应停止巡视，并转到预设位置 18。

通过角色，可以定义哪些用户能够触发用户定义事件。用户定义事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使用，如果需要可同时使用：

事件 说明

提供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手动触
发事件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定义事件使得最终用户能够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实时
视频时手动触发事件。当因为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手动触发而发生用户定义事
件时，规则可以触发应在系统上执行的一个或多个动作。

提供通过 API 触发事件
的功能

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定义事件可以从监控系统以外触发。以这种方式使用用户定义事件时，
需要在触发用户定义事件时使用单独的 API（应用程序接口；用于创建或自定义软件应用程
序的一组生成块）。以这种方式使用用户定义事件需要通过 Active Directory 进行身份验
证。这样可确保即使可以从监控系统以外触发用户定义事件，仍然只有授权用户能够执行。

此外，用户定义事件可以通过 API 与元数据关联，从而定义特定设备或设备组。在使用用户
定义事件触发规则时，这个功能很好用：避免每个设备都有一个基本上做同样的事情的规
则。示例：某公司使用访问控制，拥有 35 个入口，每个入口都有一个访问控制设备。当访问
控制设备激活时，在系统中触发用户定义事件。该用户定义事件用于一项规则，使得在与激
活的访问控制设备关联的摄像机上启动记录。哪台摄像机与哪项规则关联是在元数据中定义
的。如此一来，公司不需要 35 个用户定义事件以及 35 个由用户定义事件触发的规则。只需
要 1 个用户定义事件和 1 个规则即可。

以此方式使用用户定义事件时，可能并非始终希望这些事件可以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手动触发。您可以使用角色来定义哪些用户定义事件应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可见。

分析事件（已解释）

分析事件通常是从外部第三方视频内容分析 (VCA) 提供商收到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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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分析事件作为警报基础基本上是有三个步骤的过程：

l 第一步，启用分析事件功能并设置其安全性。使用被允许地址的列表控制哪些用户可以将事件数据发送到系统以及服
务器在哪个端口上进行监听

l 第二步，创建分析事件（可能带有事件说明），然后进行测试

l 第三步，使用分析事件作为警报定义的来源

在站点导航窗格的规则和事件列表中设置分析事件。

要使用基于 VCA的事件，则需要第三方 VCA工具向系统提供数据。使用哪个 VCA工具完全取决于您，只要该工具提供的数据
遵循格式要求即可。

有关更多详细详细，请联系系统供应商。第三方 VCA工具由独立的合作伙伴开发，基于 MOBOTIX 开放式平台提供解决方
案。这些解决方案可能会影响系统的性能。

常规事件（已解释）

使用常规事件，可通过 IP 网络向本系统发送简单字符串，从而在 MOBOTIX HUB 事件服务器中触发动作。

可以通过 TCP 或 UDP 发送字符串的任何硬件或软件均可用于触发常规事件。本系统能够分析接收到的 TCP 或 UDP 数据包，
并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自动触发常规事件。这样，便可以将本系统与外部资源集成，例如访问控制系统和警报系统。目的
在于允许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与系统交互。

采用数据来源的概念，可以避免必须采用符合本系统标准的第三方工具。数据来源允许您与特定IP端口上的特定硬件或软件进
行通信，并微调对到达端口的字节的解释方式。每个常规事件类型都与数据来源配对，并决定用来与特定硬件或软件通信的语
言。

使用数据来源需要有关IP网络的基本知识以及要连接的单独硬件或软件的特定知识。您可以使用很多参数，但没有现成解决方
案来实现该操作。基本上，本系统提供工具，但不提供解决方案。与用户定义事件不同，常规事件没有身份验证。这样会更易
于触发，但是为了避免危害安全性，只接受来自本地主机的事件。您可以从选项菜单的常规事件选项卡上允许其他客户端IP地
址。

警报

警报（已作说明）

该功能仅在安装 MOBOTIX HUB Event Server 后才能工作。

本文将介绍如何设置由事件触发的警报以显示在系统中。

根据事件服务器中处理的功能，警报功能提供对整个组织中任意数量安装（包括任何其他 MOBOTIX HUB 系统）中的警报的
集中总览、控制和扩展。可以将其配置为基于以下任一项生成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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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统相关的内部事件

例如：移动、服务器响应/未响应、存档问题、磁盘空间不足等。

l 集成的外部事件

此组由多个外部事件类型组成：

l 分析事件

通常是从外部第三方视频内容分析 (VCA) 提供商收到的数据。

l MIP 插件事件

通过 SDK，第三方供应商可开发本系统的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能）。

图例：

1. 监控系统

2. Management Client

3.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4. 警报配置

5. 警报数据流

您可以处理和委托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警报列表中的警报。还可以将警报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智能地
图地图和地图功能集成。

警报配置

警报配置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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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基于角色的动态警报处理设置

l 所有组件的集中技术总览：服务器、摄像机和外部装置

l 所有输入警报和系统信息的集中日志设置

l 插件处理，允许自定义地集成其他系统，如外部访问控制或基于 VCA的系统

一般而言，通过导致警报的对象的可见性来控制警报。这意味着有四个可能方面对有关警报以及哪些用户能够控制/管理警报
和进行到何种程度会起到作用：

名称 说明

来源/设备可见性
如果导致警报的设备未设置为对用户角色可见，用户将不能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
警报列表中看到警报。

触发用户定义事件
的权限

该权限用于确定用户角色是否可以触发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所选用户定义事件。

外部插件 如果系统中设置了任何外部插件，则这些插件可能会控制用户处理警报的权限。

常规角色权限
确定用户是只被允许查看警报，或者还被允许管理警报。

警报用户可以对警报进行哪些操作，取决于用户的角色以及为该特定角色配置的设置。

在选项中的警报和事件选项卡上，可指定警报、事件和日志的设置。

智能地图

智能地图（已解释）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智能地图可让您以在地理上正确的方式查看和访问世界各地多个位置的设备。与地图（其
中每个位置具有不同地图）不同，智能地图 可以在单一视图中提供总体情况。

智能地图功能的以下配置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完成。

l 配置可以为智能地图选择的地理背景。这包括将智能地图与以下服务之一集成：

l Bing Maps

l Google Maps

l OpenStreetMap

l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启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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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启用智能地图的编辑，包括设备

l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将您的设备按地理位置放置

l 使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智能地图

将智能地图与 Google Maps 集成（已作说明）

要将 Google Maps 嵌入到智能地图中，您需要从 Google 获取地图静态 API 密钥。 要获取该 API 密钥，首先必须创建一个
Google Cloud计费帐户。 根据每月的地图加载量向您收费。

获得 API 密钥后，必须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输入该密钥。 另请参阅 第 245 页上的在以下对象中启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Management Client。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l Google Maps Platform - 入门：https://cloud.google.com/maps-platform/

l Google Maps 平台计费指南：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billing/gmp-billing

l 地图静态 API 开发者指南：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maps-
static/dev-guide

将数字签名添加到 Maps Static API 密钥

如果您希望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每天发出超过 25.000 个地图请求，则您需要 Maps Static API 密钥的数字签
名。通过数字签名，Google 服务器可以验证是否有任何使用您的 API 密钥生成请求的站点被授权这样做。但是，无论使用要
求如何，Google 都建议使用数字签名作为附加的安全层。要获取数字签名，您必须检索 URL 签名秘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 https://developers.google.com/maps/documentation/maps-static/get-api-key#dig-sig-manual。

将智能地图与 Bing Maps 集成（已作说明）

要将 Bing Maps 嵌入到智能地图中，您需要一个基本密钥或企业密钥。 区别在于基本密钥是免费的，但在交易变成计费或拒
绝访问地图服务之前允许数量有限的交易。 企业密钥不是免费的，但允许不限制数量的交易。

有关 Bing Maps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https://www.microsoft.com/en-us/maps/licensing/。

获得 API 密钥后，必须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输入该密钥。 请参阅 第 245 页上的在以下对象中启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Management Client。

缓存 智能地图 文件（已解释）

如果您使用 Google Maps 作为地理背景，则不会缓存文件。

您用于地理背景的文件从 拼贴图服务器中进行检索。文件存储在缓存文件中的时间取决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设置
对话框内已移除缓存智能地图文件列表所选择的值。文件的存储时间还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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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无限期 （从不）

l 如果文件未被使用，则为 30天（当连续 30 天未被使用时）

l 当操作员退出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时（退出时）

当您更改 拼贴图服务器 的地址时，会自动生成缓存文件夹。先前的地图文件保留在您本地计算机的关联缓存文件中。

结构

分布式系统设置

分布式系统设置示例。可以根据需要指定足够大的摄像机、记录服务器和所连接客户端的数目。

分布式设置中的所有计算机都必须位于域或工作组中。

图例：

1. Management Client(s)

2. 事件服务器

3. Microsoft 群集

4. 管理服务器

5. 故障转移管理服务器

6. 服务器，它安装有 SQL Server

7.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8. 记录服务器

9. MOBOTIX HUB Desk Client(s)

10. IP 视频摄像机

11. 视频编码器

12. 模拟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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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PTZ IP 摄像机

14. 摄像机网络

15. 服务器网络

MOBOTIX Interconnect（已作说明）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MOBOTIX Interconnect™允许您将一些物理上分散的较小远程MOBOTIXHUB安装与一个MOBOTIXHUBL5中央站点集成。
这些小型站点称为远程站点，可安装在船舶、公共汽车或火车等移动设备上。这意味着此类站点无需永久性地连接到网络。

以下图示将显示如何在系统上设置 MOBOTIX Interconnect：

1. MOBOTIX Interconnect 中央 MOBOTIX HUB L5 站点

2. MOBOTIX Interconnect 驱动程序（处理中央站点的记录服务器与远程站点之间的连接，通过添加硬件向导添加远程
系统时必须在驱动程序列表中选中）

3. MOBOTIX Interconnect 连接

4.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站点（具有系统安装、用户、摄像机等的完整远程站点）

5.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系统（远程站点上的实际技术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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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使用中央站点中的添加硬件向导向中央站点添加远程站点（请参阅向中央 第 239 页上的向中央 MOBOTIX Interconnect 站
点添加远程站点 站点添加远程站点）。

每个远程站点均独立运行，并且可以执行任何常规监控任务。根据网络连接和相应的用户权限（请参阅 第 240 页上的分配用
户权限），MOBOTIX Interconnect 可直接实时查看远程站点摄像机并在中央站点上播放远程站点记录。

中心网站只能查看和访问可由指定用户帐户（在添加远程站点时）访问的设备。这允许本地系统管理员控制对中央站点及其用
户可用的设备。

在中央站点上，您可以查看针对互连摄像机的系统自身状态，但无法直接查看远程站点的状态。要监视远程站点，可使用远程
站点事件在中央站点上触发警报或其他通知（请参阅 第 241 页上的配置中央站点以响应来自远程站点的事件）。

它还可以根据事件、规则/时间表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的手动请求将远程站点录像传输至中央站点。

仅 MOBOTIX HUB L5 系统可作为中央站点。所有其他产品（包括 MOBOTIX HUB L5）均可作为远程站点。不同设置在版
本、摄像机数量以及（如果可能）中央站点处理源自远程站点的设备和事件的方式上都有区别。有关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具体 MOBOTIX HUB 产品如何相互作用的详细信息，请转到 MOBOTIX Interconnect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add-ons/Interconnect)。

选择 MOBOTIX Interconnect 或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已解释）

MOBOTIX Interconnect™ 在物理分布式系统中，如果中央站点上的用户需要访问远程站点上的视频，可以在 或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之间进行选择。

在以下情况下，MOBOTIX 建议选择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l 中央站点和联合站点之间的网络连接稳定

l 网络使用相同域

l 大型站点较少

l 带宽足以满足所需用途

在以下情况下，MOBOTIX 建议选择 MOBOTIX Interconnect：

l 中央站点和远程站点之间的网络连接不稳定

l 您或您的组织需要在远程站点上使用其他 MOBOTIX HUB 产品

l 网络使用不同域或工作组

l 小型站点很多

MOBOTIX Interconnect 和授予许可

要运行 MOBOTIX Interconnect，您需要中央站点上的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以查看来自远程站点上的硬件
设备的视频。所需的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数量取决于要从其接收数据的远程站点上的硬件设备的数量。只
有 MOBOTIX HUB L5 可作为中央站点。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的状态列在中央站点的许可证信息页面上。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已解释）

可使用三种方法来运行 MOBOTIX Interconnect。如何运行设置将取决于网络连接、记录播放方式以及您是否检索远程记录及
检索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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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介绍了三种最有可能出现的设置：

直接从远程站点播放（网络连接良好）

这是一种最直接了当的设置。中央站点与其远程站点持续处于联机状态，中央站点用户直接从远程站点播放远程记录。这需要
使用从远程系统播放记录选项（请参阅 第 240 页上的直接从远程站点摄像机启用播放）。

根据规则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从远程站点检索所选的远程记录片断（定期受限网络连接）

当所选记录片断（源自远程站点）应集中存储以确保独立于远程站点时使用。在网络故障或网络限制的情况下，独立性至关重
要。您在远程检索选项卡上配置远程记录检索设置（请参阅 第 330 页上的远程检索选项卡）。

可在需要时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启动远程记录检索，或者可以设置规则。在一些情况下，远程站点联机，而在其他
情况下，远程站点在大部分时间均脱机。这通常取决于具体行业。对于一些行业，中央站点通常与其远程站点永久地联机（例
如，一个零售总部（中央站点）和多个商店（远程站点））。对于另一些行业，例如运输业，远程站点处于移动状态（例如公
共汽车、火车、船舶等），因此只能随机建立网络连接。如果网络连接在远程记录检索过程中发生故障，作业将在下一次机会
到来时继续。

如果系统在远程检索选项卡上指定的时间间隔之外检测到自动检索或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进行检索的请求，系统将
接受检索请求，但会在到达选择的时间间隔之后才开始检索。新的远程记录检索作业将排队，并在到达允许的时间间隔之后启
动。可从系统仪表板 -> 当前任务中查看搁置中的远程记录检索作业。

连接失败后，默认情况下从远程站点检索缺失的远程记录

像记录服务器使用摄像机上的边缘存储那样使用远程站点。通常，远程站点与其中央站点联机，向中央站点发送实时流供记
录。如果网络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故障，中央站点将会丢失录制片段。但是，一旦网络重新建立，中央站点就会自动检索停机期
间的远程记录。这需要在摄像机的记录选项卡上使用连接恢复时自动检索远程记录选项（请参阅 第 241 页上的从远程站点摄
像机检索远程记录）。

可将以上解决方案任意组合以满足您组织的特殊需要。

正在配置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MOBOTIX HUB L4 只能作为子站点进行联合。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将多个独立的标准系统链接到父/子站点的联合层级中。具有足够权限的客户端用户可以
无缝访问跨各个站点的视频、音频和其他资源。根据各个站点的管理员权限，管理员可以集中管理联合分层中的 2018 R1 版
本和更新版本的所有站点。

基本用户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系统中不受支持，因此您必须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将用户添加为
Windows 用户。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为具有一个中央站点（顶层站点）和不限数量的联合点（请参阅 第 235 页上的设置
系统以运行联合站点）。当登录到站点时，您可以访问关于其所有子站点以及这些子站点的子站点的信息。当您从父站点请求
链接时，将在两个站点之间建立链接（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子站点只能链接到一个父站点。当将
子站点添加到联合站点分层时，如果您不是子站点的管理员，则请求必须得到子站点管理员的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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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的组件：

1. 服务器，它安装有 SQL Server

2. 管理服务器

3. Management Client

4.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5. 摄像机

6. 记录服务器

7.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8. 到 12。联合点

73 / 458



总览

分层同步

父站点包含其当前连接的所有子站点、子站点的子站点等的更新列表。联合站点分层在站点之间具有计划的同步，以及每次有
站点被系统管理员添加或删除时的同步。系统对分层进行同步时按层级进行，每个层级均转发并返回通信信息，直至到达请求
信息的服务器。系统每次发送的数据小于 1MB。根据级别的数量，对层级的更改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
显示。不能计划自己的同步。

数据通信

在用户或管理员查看实时或录制视频或者配置站点时，系统会发送通信或配置数据。数据量取决于所查看或配置的内容及其数
量。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与其他产品和系统要求

l 三个主要版本均支持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打开 Management Client，其中包括当前正在发行的版
本。在超出该范围的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您需要一个与服务器版本匹配的单独 Management
Client。

l 如果中央站点使用 MOBOTIX HUB Video Wall，则您也可以使用联合站点分层中的 MOBOTIX HUB Video Wall 功能。

另请参阅 MOBOTIX HUB Video Wall 手册。

l 如果中央站点使用 MOBOTIX HUB Access，并且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登录到联合站点分层中的站点，则
来自联合站点的访问请求通知也将出现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l 可以将 MOBOTIX HUB L4 2013 系统或更新版本系统作为子站点而非父站点添加到联合站点分层

l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不需要额外许可证

建立联合站点分层

当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开始构建层级之前，MOBOTIX 建议您绘制出所需的站点链接方式。

在联合分层中将每个站点均作为具有标准系统组件、设置、规则、计划、管理员、用户和用户权限的一般独立系统进行安装和
配置。如果您已经安装并配置站点，并且仅需要将它们在联合站点分层中组合起来，则您的系统便做好了设置的准备。

在安装各站点后，您必须将它们设置为以联合站点运行（请参阅 第 235 页上的设置系统以运行联合站点）。

要启动分层，您可以登录到要用作中央站点的站点，并添加（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第一个联合站
点。当建立链接后，这两个站点会在 Management Client 的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中自动创建联合站点层级，您可以向其中添加
更多站点以扩展联合层级。

在创建联合站点分层后，用户和管理员可登录某站点以访问该站点及其可能具有的任何联合点。对联合点的访问权限取决于用
户权限。

您可以向联合分层中添加任意数量的站点。此外，您还可以将较旧版本产品上的站点链接到较新的版本，反之亦然。版本号将
自动出现，并且不能删除。您登录到的站点始终位于联合站点分层窗格顶部，被称为主站点。

以下是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联合站点示例。在左侧，用户已登录至顶部站点。在右侧，用户已登录至其中一个子站点，
即 Paris 服务器，它当时是主站点。

74 / 458



总览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的状态图标

这些图标代表站点的可能状态：

说明 图标

整个分层中的顶层站点是可操作的。

整个分层中的顶层站点仍然是可操作的，但需要注意一个或多个问题。显示在顶层站点图标的顶部。

站点可操作。

站点正在等待在分层中获得接受。

站点正在连接，但尚不可操作。

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下面列出了所有 MOBOTIX HUB 组件及其所需的端口。 例如，如果要确保防火墙只阻止无需的网络通信，您必须指定系统所
用的端口。您只能启用这些端口。列表中还包括用于本地程序的端口。

它们被分为两组：

l 服务器组件（服务）在特定的端口上提供服务，因此它们需要在这些端口上听取客户端的请求。因此，需要在
Windows Firewall 中打开这些端口以进行入站和出站连接

l 客户端组件 (客户端) 发起与服务器组件上特殊端口的连接。所以，这些端口需要打开，以进行入站连接。在 Windows
Firewall 中，出站连接通常被默认为开启

毫无疑问，针对服务器组件的端口必须打开以进行入站连接，而针对客户端组件的端口必须打开以进行出站连接。

您应记住服务器组件可以作为其他服务器组件的客户端。这些未在此文档中明确列出。

端口号为默认号，但是可以进行更改。如果您需要更改无法通过ManagementClient配置的端口，请联系MOBOTIX支持部
门。

服务器组件（入站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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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部分列出了针对特定服务需要打开的端口。要确定哪个端口应该在特定的计算机上打开，您需要考虑在该计算机上运行
的所有服务。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和相关流程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80 HTTP IIS

所有 MOBOTIX HUB 组件

l Management Server 服
务

l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l API Gateway

主要通信，比如，身份验证和配置。

通过 Identity Provider 进行的记录服务器
和管理服务器的注册。

443 HTTPS IIS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由 Identity Provider 进行的基本用户身份
验证。

6473 TCP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仅本地连接。

显示状态并管理服务。

8080 TCP 管理服务器 仅针对本地连接。 服务器上内部进程之间的通信。

9000 HTTP 管理服务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用于服务器之间的内部通信的 Web服务。

12345 TCP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系统和 Matrix 接收方之间的通信。

您可以更改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端
口号。

12974 TCP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Windows SNMP 服务

与 SNMP 扩展代理的通信。

不要将此端口用于其他目的，即使您的系
统未应用 SNMP 也是如此。

在 MOBOTIX HUB 2014 系统或更低版本
的系统中，端口号为 6475。

在 MOBOTIX HUB 2019 R2 系统和更低版
本的系统中，端口号为 7475。

SQL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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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1433 TCP SQL Server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通过 Identity Provider 存储和检索配置。

1433 TCP SQL Server Event Server 服务 通过 Identity Provider.存储和检索事件。

1433 TCP SQL Server Log Server 服务 通过 Identity Provider 存储和检索日志条目。

Data Collector 服务

端口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7609 HTTP IIS
在管理服务器计算机上：在所有其他服务器上的 Data Collector 服务。

在其他计算机上：在管理服务器上的 Data Collector 服务。
系统监视器。

Event Server 服务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1234 TCP/UDP
Event
Server 服务

将常规事件发送到 MOBOTIX HUB system
的任何服务器。

监听外部系统或设备的常规
事件。

只有当相关的数据源被启用
时。

1235 TCP
Event
Server 服务

将常规事件发送到 MOBOTIX HUB system
的任何服务器。

监听外部系统或设备的常规
事件。

只有当相关的数据源被启用
时。

9090 TCP
Event
Server 服务

将分析事件发送到 MOBOTIX HUB 系统的任
何系统或设备。

监听外部系统或设备的分析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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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只有当分析事件功能被启用
时才相关。

22331 TCP
Event
Server 服务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事件、警报和地图数
据。

22333 TCP
Event
Server 服务

MIP 插件和应用程序。 MIP 信息。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25 SMT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摄像机、编码
器以及 I/O 设
备。

监听设备的事件消息。

默认禁用该端口。

（已弃用）启用此选项将为非加密连
接打开一个端口，不建议这样做。

5210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故障转移记录
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运行后合并数据
库。

5432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摄像机、编码
器以及 I/O 设
备。

监听设备的事件消息。

默认禁用该端口。

7563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Management
Client

检索视频和视音频以及 PTZ指令。

8966 TCP Recording Recording 显示状态并管理服务。

78 / 458



总览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Server 服
务

Server
Manager 托
盘图标，仅本
地连接。

9001 HTT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管理服务器

用于服务器之间的内部通信的 Web服
务。

如果正在使用记录服务器的多个实
例，则每个实例都需要有自己的端
口。其他端口将是 9002、9003 等。

11000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故障转移记录
服务器

轮询记录服务器的状态。

12975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Windows
SNMP 服务

与 SNMP 扩展代理的通信。

不要将此端口用于其他目的，即使您
的系统未应用 SNMP 也是如此。

在 MOBOTIX HUB 2014 系统或更低
版本的系统中，端口号为 6474。

在 MOBOTIX HUB 2019 R2 系统和更
低版本的系统中，端口号为 7474。

65101 UDP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

仅针对本地连
接

监听驱动程序的事件通知。

除了上述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入站连接，Recording Server 服务还会建立与以下项的出站连接：

l 摄像机

l 远程互连站点（MOBOTIX 互连 ICP）

Failover Server 服务和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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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25 SMT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摄像机、编码器以及 I/O 设备。

监听设备的事件消息。

默认禁用该端口。

（已弃用）启用此选项将为非加密连接
打开一个端口，不建议这样做。

5210 TC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运行后合并数据
库。

5432 TC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摄像机、编码器以及 I/O 设备。
监听设备的事件消息。

默认禁用该端口。

7474 TC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Windows SNMP 服务

与 SNMP 扩展代理的通信。

不要将此端口用于其他目的，即使您的
系统未应用 SNMP 也是如此。

7563 TC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检索视频和视音频以及 PTZ指令。

8844 UD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仅针对本地连接。 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8966 TCP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仅本地连接。

显示状态并管理服务。

8967 TCP
Failover Server
服务

Failover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
标，仅本地连接。

显示状态并管理服务。

8990 TCP
Failover Server
服务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监视 Failover Server 服务的状态。

9001 HTTP
Failover Server
服务

管理服务器
用于服务器之间的内部通信的 Web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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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故障转移服务器/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入站连接，故障转移服务器/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还会与常规录像机、摄像机和手机视频推送建立出站连接。

Log Server 服务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22337 HTTP
Log Server
服务

所有 MOBOTIX HUB 组件，但 Management Client 和
记录服务器除外。

写入、读取和配置日志
服务器。

Mobile Server 服务

端口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8000 TCP
Mobile Server
服务

Mobile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仅本地
连接。

SysTray 应用程序。

8081 HTTP
Mobile Server
服务

Mobile 客户端、Web客户端以及
Management Client。

发送数据流；视频和音
频。

8082 HTTPS
Mobile Server
服务

Mobile 客户端和 Web客户端。
发送数据流；视频和音
频。

40001 -
40099

HTTP
Mobile Server
服务

记录服务器服务

Mobile Server 手机视
频推送。

默认禁用该端口范围。

LPR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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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
号

协
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22334 TCP
LPR Server
服务

事件服务器

检索已识别的牌照和服务器状态。

事件服务器必须装有 LPR 插件，以便进
行连接。

22334 TCP
LPR Server
服务

LPR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仅本
地连接。

SysTray 应用程序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 服务

端口
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580 TCP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 服
务

ONVIF 客户
端

身份验证并请求视频流配置。

554 RTSP RTSP 服务
ONVIF 客户
端

将被请求的视频流传输到 ONVIF 客户
端。

MOBOTIX HUB DLNA Server 服务

端口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9100 HTTP DLNA Server 服务 DLNA设备 发现设备并提供 DLNA频道配置。请求视频流。

9200 HTTP DLNA Server 服务 DLNA设备 将被请求的视频流传输到 DLNA设备。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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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号 协议 程序 连接来自 作用

80 HTTP IIS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非安全装置中的主要通信

443 HTTPS IIS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使用证书保护装置中的主要通信

服务器组件（出站连接）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80 HTTP
摄像机、NVR、编码器

互连的站点

身份验证、配置、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登录

443 HTTPS 摄像机、NVR、编码器 身份验证、配置、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554 RTSP 摄像机、NVR、编码器 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7563 TCP 互连的站点 数据流和事件。

11000 TCP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轮询记录服务器的状态。

40001 – 40099 HTTP 移动设备服务器服务
移动设备服务器手机视频推送。

默认禁用该端口范围。

Failover Server 服务和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11000 TCP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轮询记录服务器的状态。

Log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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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443 HTTP 日志服务器 将消息转发到日志服务器。

API Gateway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443 HTTPS 管理服务器 RESTful API

摄像机、编码器和 I/O 设备（入站连接）

端口号 协议 连接来自 作用

80 TCP 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身份验证、配置以及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443 HTTPS 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身份验证、配置以及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554 RTSP 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数据流；视频和音频。

摄像机、编码器和 I/O 设备（出站连接）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25 SMTP 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发送事件通知（弃用）

5432 TCP 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发送事件通知。

默认禁用该端口。

22337 HTTP 日志服务器 将消息转发到日志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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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少数摄像机可以建立出站连接。

客户端组件（出站连接）

MOBOTIX HUB Desk Client、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80 HTTP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身份验证

443 HTTPS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启用加密时基本用户的身份验证。

7563 TCP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检索视频和视音频以及 PTZ指令。

22331 TCP Event Server 服务 警报。

MOBOTIX HUB Web Client、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8081 HTTP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检索视频和音频流。

8082 HTTPS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检索视频和音频流。

API Gateway

端口号 协议 连接到 作用

80 HTTP Management Server RESTful API

443 HTTPS Management Server RESTful A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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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对比
MOBOTIX HUB VMS包括以下产品：

l MOBOTIX HUB L5

l MOBOTIX HUB L4

l MOBOTIX HUB L3

l MOBOTIX HUB L2

l MOBOTIX HUB L1

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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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许可

授予许可

许可证（已解释）

免费 MOBOTIX HUB L1

如果您已安装MOBOTIXHUBL1，则可以免费运行系统和八个设备许可证。已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硬件将在添加至系统后激
活。

只有当您升级到更高级的 MOBOTIX HUB 产品并需要更改您的 SLC（软件许可证号）（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更改软件许可证
号）时，本主题的其余部分以及本文档中的其他与许可证相关的主题才可能与您相关。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产品的许可证（MOBOTIX HUB L1 除外）

软件许可证文件和 SLC

在购买软件和许可证时，您将获得：

l 每封电子邮件都会收到订单确认和以您的 SLC（软件许可证号）命名的软件许可证文件及其 .lic 扩展名

l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覆盖范围

您的 SLC 也印刷在订单确认书上，由多个数字和字母组成（用连字符分组），类似于：

l 产品版本 2014 或更低： xxx-xxxx-xxxx

l 产品版本 2016 或更高： xxx-xxx-xxx-xx-xxxxxx

软件许可证文件包含有关您购买的视频管理软件产品、附加产品和许可证的所有信息。MOBOTIX 建议您将有关 SLC 的信息和
软件许可证文件的副本存储在安全的地方，以备日后使用。您还可以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查看
SLC。您可以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打开许可证信息窗口。

安装和许可的总体流程

要开始操作，可从我们的网站(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下载软件。在安装软件时（请参阅第
111页上的安装新的MOBOTIXHUB系统），系统会要求您提供软件许可证文件。没有软件许可证文件的话，您无法完成安
装。

安装完成并添加了一些摄像机之后，必须激活许可证（请参阅 第 88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已作说明）。您可以从
Management Client 的许可证信息窗口激活您的许可证。在这里，您还可以查看同一 SLC 上的所有安装的许可证总览。您可
以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打开许可证信息窗口。

许可证类型

MOBOTIX HUB 许可系统中有几种许可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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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许可证

您必须至少具有以下其中一个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产品的基本许可证。您也可以具有用于 MOBOTIX HUB 附加产品
的一个或多个基本许可证。

设备许可证

您必须至少具有多个设备许可证。通常，您需要为每个硬件设备提供一个设备许可证，其中包含您要添加到系统中的摄像机。
但是，这可能因硬件设备而异，并且取决于该硬件设备是否为受 MOBOTIX 支持的硬件设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88 页
上的支持的硬件设备 和 第 88 页上的不支持的硬件设备。

如果要使用MOBOTIXHUBMobile中的视频推送功能，则每个移动设备或平板电脑还需要一个设备许可证，才能将视频推送到
系统。

连接到您摄像机的扬声器、麦克风或输入和输出设备不需要设备许可证。

支持的硬件设备

通常，您需要为每个硬件设备提供一个设备许可证，其中包含您要添加到系统中的摄像机。但是，一些支持的硬件设备需要多
个设备许可证。您可以在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
上的受支持硬件列表中查看硬件设备所需的设备许可证数量。

对于具有多达 16 个通道的视频编码器，每个视频编码器 IP 地址只需要一个设备许可证。一个视频编码器可具有一个或多个
IP 地址。

但是，如果视频编码器具有 16 个以上的通道，则视频编码器上每个激活的摄像机都需要一个设备许可证，前 16 个激活的摄
像机也需要一个设备许可证。

不支持的硬件设备

不支持的硬件设备需要使用视频通道为每个激活的摄像机提供一个设备许可证。

不支持的硬件设备不会显示在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 上支持的硬件列表中。

MOBOTIX Interconnect™ 的摄像机许可证

要运行 MOBOTIX Interconnect，您需要中央站点上的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以查看来自远程站点上的硬件
设备的视频。所需的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数量取决于要从其接收数据的远程站点上的硬件设备的数量。只
有 MOBOTIX HUB L5 可作为中央站点。

附加产品的许可证

大多数 MOBOTIX HUB 附加产品都需要额外许可证类型。软件许可证文件还包含关于附加产品许可证的信息。某些附加产品
具有自己的单独软件许可证文件。

许可证激活（已作说明）
必须激活与 SLC 连接的不同许可证，才能使已安装的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和附加产品正常工作，并使各个硬件设备
能够将数据发送到系统。有关所有 MOBOTIX HUB 许可证类型的总览，请参阅 第 87 页上的许可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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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种激活许可证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在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提供。激活的最佳方法取决于组织的策略以及您的管理服务器是否
可以访问 Internet。 要了解如何激活许可证，请参阅 第 90 页上的激活您的许可证。

MOBOTIX HUB视频管理软件的初始许可证激活后，由于 MOBOTIX HUB 许可系统具有内置的灵活性，因此您不必在每次添
加带摄像机的硬件设备时都激活设备许可证。有关这些灵活性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89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的宽限期（已作说
明） 和 第 88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已作说明）。

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已解释）

为了便于在在组织策略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维护和保持灵活性，MOBOTIX 建议您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自动许可证激活需要管
理服务器联机。 有关如何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的信息，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的好处

l 在添加、删除或更换硬件设备或进行其他影响许可证使用的更改后，系统会在几分钟后激活您的硬件设备。因此，您
很少需要手动启动许可证激活。请参阅 第 89 页上的当仍然需要手动激活许可证时 中的一些例外。

l “无需激活的设备变更”的已使用次数始终为零。

l 没有任何硬件设备在宽限期内且有过期的风险。

l 如果您的一个基本许可证在 14 天内到期，您的 MOBOTIX HUB 系统也会 -作为额外的预防措施 -每晚自动尝试激活您
的许可证。

当仍然需要手动激活许可证时

如果您对系统进行以下更改，则需要手动激活许可证。

l 购买更多许可证（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获取更多许可证）

l 升级到更新版本或更高级的视频管理软件系统（请参阅 第 283 页上的升级要求）

l 购买或续订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订阅

许可证激活的宽限期（已作说明）

安装视频管理软件并添加设备（硬件设备、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或门许可证）后，如果您决定不启用自动许可证激
活，则这些设备将在 30 天的宽限期内运行。在 30 天宽限期结束之前，如果没有更多“无需激活的设备变更”，则必须激活许
可证，否则设备将停止向监控系统发送视频。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已作说明）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是产品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 MOBOTIX HUB 的完整服务和支持计划的名称。

购买您的 MOBOTIX HUB VMS后，您还具有了两年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Plus 订阅。

如果在安装系统后决定购买或续订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订阅，则必须手动激活许可证，然后显示正确的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信息。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或 第 92 页上的脱机激活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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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和硬件更换（已作说明）
如果系统中的摄像机出现故障，或者您由于其他原因而要更换新摄像机，则以下是一些最佳做法。

如果从记录服务器中删除摄像机，则可以释放设备许可证，但是您也将失去对所有数据库（摄像机、麦克风、输入、输出）和
旧摄像机设置的完全访问权限。要保留对旧摄像机数据库的访问权，并在将旧摄像机更换为新摄像机时重新使用其设置，请使
用以下相关选项。

更换摄像机时使用相同的摄像机

如果用相同（制造商、品牌和型号）的摄像机进行更换，并且为新摄像机提供与旧摄像机相同的 IP 地址，则您将保留对旧摄
像机所有数据库的完全访问权限。新摄像机继续使用与旧摄像机相同的数据库和设置。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将网络电缆从旧
摄像机移动到新摄像机，而无需更改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任何设置。

更换摄像机时使用其他摄像机

如果用其他（制造商、品牌和型号）的摄像机进行更换，则必须使用更换硬件向导（请参阅 第 261 页上的更换硬件）将旧摄
像机的所有相关数据库映射到新摄像机，并重新使用旧摄像机的设置。

更换硬件后激活许可证

如果已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则新摄像机会自动激活。

如果禁用了自动许可证激活，并且使用了所有无需激活的设备变更（请参阅 第 88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已作说明）），您必须
手动激活许可证。有关手动激活许可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或 第 92 页上的脱机激活许可证。

获取您的许可证总览
您有很多原因想要获得 SLC 总览、购买的许可证数量及其状态。以下是其中一部分：

l 您想添加一个或多个新的硬件设备，但您是否有未使用的设备许可证，还是必须购买新的设备许可证？

l 您的部分硬件设备的宽限期是否即将结束？然后，您必须先激活它们，它们才会停止将数据发送到视频管理软件。

l 您可以从以前的联系支持人员那里得知，他们需要有关您的 SLC 和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ID的信息才能为您
提供帮助。但它们是哪些？

l 您安装了许多 MOBOTIX HUB，并且所有安装使用相同的 SLC，但是使用的许可证在哪里，它们的状态如何？

您可以在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找到以上所有信息以及详细信息。

您可以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打开许可证信息窗口。

要了解更多有关许可证信息窗口中可用的各种信息和功能的详情，请参阅 第 93 页上的“许可证信息”窗口。

激活您的许可证
有几种激活许可证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在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提供。激活的最佳方法取决于组织的策略以及您的管理服务器是否
可以访问 Internet。

您可以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打开许可证信息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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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更多有关许可证信息窗口中可用的各种信息和功能的详情，请参阅 第 93 页上的“许可证信息”窗口。

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为了便于在在组织策略允许的情况下进行维护和保持灵活性，MOBOTIX 建议您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自动许可证激活需要管
理服务器联机。

如果您想了解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的所有好处，请参阅 第 89 页上的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已解释）。

1. 从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选择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2. 输入要用于自动许可证激活的用户名和密码：

l 如果您是现有用户，请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到软件注册系统

l 如果您是新用户，请单击创建新用户链接建立新用户帐户，然后按照注册步骤进行操作。

这些凭据保存在管理服务器上的文件中。

3. 单击确定。

如果您之后需要更改用于自动激活的用户名和/或密码，请单击编辑激活凭据链接。

禁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如果不允许在组织中使用自动许可证激活，或者您改变了主意，则可以禁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禁用方式取决于您以后是否计划再次使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禁用但保留密码以备后用：

1. 从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清除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用户名和密码仍将保存在管理服务器上。

禁用和删除密码：

1. 从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单击编辑激活凭据。

2. 单击删除密码。

3. 确认您要从管理服务器删除用户名和密码。

联机激活许可证

如果管理服务器可以访问 Internet，但您希望手动启动激活过程，则这是最简单的许可证激活选项。

1. 从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选择手动激活许可证，然后选择联机。

2. 会打开联机激活对话框：

l 如果您是现有用户，请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

l 如果您是新用户，请单击创建新用户链接建立新用户帐户。

3. 单击确定。

如果在联机激活期间收到错误消息，请遵照屏幕说明解决问题或者联系 MOBOTIX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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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机激活许可证

如果您的组织不允许管理服务器访问 Internet，则必须手动和离线激活许可证。

1. 从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选择手动激活许可证 > 脱机 > 导出要激活的许可证来导出许可证请求
文件 (.lrq)，其中包含您已添加的硬件设备的信息。

2. 系统将自动为许可证请求文件 (.lrq) 提供与 SLC 相同的名称。如果您具有多个站点，请记住重命名文件，以便能够轻
松确定哪个文件属于哪个站点。

3. 通过电子邮件将 .lrq文件发送给 MOBOTIX 支持团队。

4. 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将收到的 .lic 文件复制到您的计算机。该文件的名称与您的许可证请求文件的名称相同。

5. 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 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选择脱机激活许可证 > 导入激活的许可证，然后选择激活的软件许可
证文件以将其导入，从而激活您的许可证。

6. 单击完成以结束激活过程。

在宽限期之后激活许可证

如果您决定使用手动许可证激活，而忘记了在宽限期内激活许可证（硬件设备、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或门许可
证），则设备会变得不可用且无法向监控系统发送数据：

即使许可证的宽限期已过期，激活许可证后，也会保存并使用您进行的设备配置和设置。

要再次启用不可用的设备，请以您的首选方式手动激活许可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脱机激活许可证 或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获取更多许可证
如果要添加，或者已经添加了比当前许可证更多的硬件设备、MOBOTIX Interconnect 系统、门或其他元素，则必须购买其他
许可证以使它们能够将数据发送到系统：

l 要得到本系统的更多许可证，请联系您的 MOBOTIX HUB 产品经销商

如果您购买了现有监控系统版本的新许可证：

l 只需手动激活许可证即可访问新许可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或 第 92 页上的脱机激
活许可证。

如果您购买了新许可证和升级的监控系统版本：

l 您会收到更新的软件许可证文件 (.lic)（请参阅 第 87 页上的许可证（已解释）），其中包含新许可证和新版本。必须
在安装新版本期间使用新软件许可证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83 页上的升级要求。

更改软件许可证号
如果您是以临时的软件许可证号 (SLC) 运行安装或如果您已经升级到更高级的 MOBOTIX HUB 产品，您可以将 SLC 更改为永
久的或更高级的 SLC。当您收到信的软件许可证文件时，您可以更改您的 SLC，无需任何卸载或重新安装操作。

您可以在管理服务器上本地完成或从 Management Client 远程完成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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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管理服务器托盘图标中
1. 在管理服务器上，转到任务栏的通知区域。

2. 右键单击 Management Server 图标，选择更改许可证。

3. 单击导入许可证。

4. 接着选择为此目的保存的软件许可证文件。完成后，已选择的软件许可证文件位置将添加在导入许可证按钮下方。

从Management Client
1. 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将收到的 .lic 文件复制到您的计算机。

2. 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 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选择脱机激活许可证 > 导入激活的许可证，然后选择软件许可证文件
以将其导入。

3. 打开时，要接受软件许可证文件与目前使用的不同。

4. 您现在已经准备好注册 SLC。请参阅 第 101 页上的开始安装前。

软件许可证文件只会被导入并更改，不会被激活。记得激活您的许可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0
页上的激活您的许可证。

在运行 MOBOTIX HUB L1 时，您只能从管理服务器托盘图标更改许可证。不能从 Management
Client 更改许可证。

“许可证信息”窗口
在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您可以跟踪在此站点和所有其他站点上共享相同软件许可证文件的所有许可证、您的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订阅，并确定要如何激活许可证。

您可以在站点导航窗格 -> 基本节点 -> 许可证信息中打开许可证信息窗口。

如果您想全面了解 MOBOTIX HUB 许可系统的工作原理，请参阅 第 87 页上的许可证（已解释）。

已将许可授予

许可证信息窗口的此区域列出了许可证所有者的详细联系信息。

如果看不到许可到区域，请单击窗口右下角的刷新按钮。

单击编辑详细信息可编辑许可证所有者信息。单击最终用户许可协议以查看您在安装之前接受的最终用户许可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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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有关您当前的MOBOTIXAdvancedServices™订阅的信息、订阅的到期日期显示在下面的已安装产品表中。

有关MOBOTIXAdvancedServices的详细信息，请使用链接或参阅第89页上的MOBOTIXAdvancedServices™（已作说明）。

已安装产品

列出有关共享相同软件许可证文件的 MOBOTIX HUB VMS和附加产品的所有已安装基本许证的以下信息：

l 产品和版本

l 产品的软件许可证号 (SLC)

l SLC 的到期日期。通常无限制

l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Plus 订阅的到期日期

许可证概述 -所有站点

列出软件许可证文件中已激活的设备许可证和其他许可证的数量，以及系统上可用许可证的总数。在这里，可以很容易地了解
到是否可以在不购买额外许可证的情况下扩展系统。

有关在其他站点上激活的许可证的详细状态概述，请单击授权详细信息 - 所有站点链接。有关显示的可用信息，请参阅下面的
许可证详细信息 - 当前站点部分。

如果您有附加产品的许可证，则可以在站点导航窗格中特定于附加产品的节点下查看有关这些附加产品的更多详细信息。

许可证详细信息 -当前站点

已激活列列出了此站点上已激活的设备许可证或其他许可证的数量。

您还可以在无需激活的变更列中查看已使用的“无需激活的设备变更”的数量（请参阅 第 88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已作说
明）），以及每年的可用数量。

如果您具有尚未激活且因此在宽限期内运行的许可证，则这些许可证将于在宽限期内列中列出。到期的第一个许可证的到期日
期在表下显示为红色。

如果您忘记在宽限期到期前激活许可证，它们将停止向系统发送视频。这些许可证将显示在宽限期已过期列中。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在宽限期之后激活许可证。

如果您的已用许可证数量多于可用许可证数量，则这些许可证将列在无许可证列中，并且无法用于您的系统中。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获取更多许可证。

如果您在宽限期内有许可证、宽限期已过期或没有许可证，则每次登录 Management Client 时都会有一条消息提醒您。

如果您的硬件设备使用多个许可证，则许可证详细信息 - 当前站点表下方会出现单击此处打开完整的设备许可证报告链接。单
击链接时，您可以看到每个硬件设备需要多少个设备许可证。

无许可证的硬件设备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由感叹号标识。感叹号也用于其他目的。将鼠标移到感叹号上可查看其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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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激活许可证的功能

以下三个表用于：

l 用于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的复选框，以及用于编辑在自动激活期间使用的用户凭据的链接。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89 页上的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已解释） 和 第 91 页上的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
如果自动激活已失败，将会出现红色的失败消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单击详细信息链接。
有些许可证（如 MOBOTIX HUB L1）在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时安装，无法禁用该设置。

l 用于手动联机或脱机激活许可证的下拉列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和 第 92 页上的脱
机激活许可证。

l 在窗口右下角，您可以查看许可证的上次激活（自动或手动）时间以及窗口信息的刷新时间。时间戳来自服务器而非
本地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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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和注意事项

夏时制（已解释）
夏时制(DST)是一种调快时钟的制度，以延长夜晚利用日光的时间并缩短早晨利用日光的时间。各国家/地区所使用的DST不尽
相同。

监控系统对于时间极为敏感，在使用时应了解系统处理 DST的方法，这点极为重要。

若您处于 DST时段或您的记录来自 DST时段，请勿更改 DST设置。

春季：从标准时间切换至 DST

从标准时间切换至 DST并不复杂，只需将时钟调快一小时即可。

示例：

时钟从标准时间 02:00 调快至 DST 03:00，因此每天就只有 23 个小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一天中清晨 02:00 至 03:00 这一
个小时已不存在，因此该时段不会记录任何数据。

秋季：从 DST切换至标准时间

在秋季，要从 DST切换至标准时间，只需将时钟调慢一小时。

示例：

时钟从 DST 02:00 调慢至标准时间 01:00，重复了这一小时，因此一天将会有 25 个小时。时钟在指向 01:59:59 后会立即返回
至 01:00:00。如系统不做处理，一般会重复记录这个小时的数据，因此 01:30 的首次记录将被 01:30 的第二次记录覆盖。

为避免发生这样的问题，当系统时间更改超过五分钟时，本系统即会将当前视频存档。您无法在任何客户端直接查看 01:00 小
时的第一次记录，但数据已被记录且安全。您可以通过直接打开存档数据库，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浏览该视频。

时间服务器（已解释）
一旦本系统接收到图像，会立即为其添加时间标记。由于摄像机是单独的设备，可能拥有单独的计时设备，因此摄像机时间和
本系统时间可能不完全相符。这样可能导致时间混乱。如果摄像机支持时间标记，MOBOTIX 建议通过时间服务器自动同步摄
像机和系统时间，以确保稳定同步。

有关如何配置时间服务器的信息，请尝试在 Microsoft 网站 (https://www.microsoft.com/) 上搜索“时间服务器”、“时间服
务”或类似关键词。

限制数据库的大小
为避免 SQL 数据库（请参阅 第 29 页上的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已作说明） 和数据库）变大到影响系统性能，您可以指定
不同类型的事件和警报在数据库中存储的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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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打开工具菜单。

2. 单击选项>警报和事件选项卡。

3. 进行必需的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02 页上的“警报和事件”选项卡（选项）。

IPv6 和 IPv4（已解释）
本系统支持 IPv6 和 IPv4。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也是如此。

IPv6 是最新版本的互联网协议 (IP)。互联网协议确定 IP 地址的格式和使用。IPv6 与目前仍广泛使用的 IP 版本 IPv4 共存。
IPv6 的开发目的是解决 IPv4 地址耗尽问题。IPv6 地址的长度为 128 位，而 IPv4 地址的长度仅为 32 位。

这意味着互联网通讯簿从 430 亿个唯一地址增长到 340 涧（1 涧 = 10 的 36 次方）个地址。增长系数达 79 千秭（ 1 千秭 =
10 的 48 次方）。

已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在网络中实施 IPv6。例如，美国所有联邦机构基础设施均被要求兼容 IPv6。该手册中的示例和图示反映
了 IPv4 的使用情况，因为它仍然是使用最广泛的 IP 版本。IPv6 在本系统上也能同样良好地工作。

使用 IPv6 的系统（已解释）

结合 IPv6 使用本系统时，应满足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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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

服务器通常可以使用 IPv4 和 IPv6。但是，如果您的系统中仅有一台服务器（例如管理服务器、记录服务器或故障转移记录服
务器）需要特定 IP 版本，那么系统中所有其他服务器都必须使用相同 IP 版本进行通信。

示例：本系统中的所有服务器（其中一个除外）都能使用 IPv4 和 IPv6。例外的服务器只能使用 IPv6。这就意味着所有服务器
都必须使用 IPv6 彼此通信。

设备

可以使用 IP 版本不同于网络设备提供用于服务器通信的 IP 版本的设备（摄像机、输入、输出、麦克风、扬声器），并且记录
服务器还支持设备的 IP 版本。另请参阅以下图示。

客户端

如果您的系统使用 IPv6，则用户应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进行连接。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支持 IPv6 和
IPv4。

如果您系统中的一个或多个服务器只能使用 IPv6，那么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必须使用 IPv6 才能与这些服务器通
信。在这种情况下，请记住，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安装在技术层面连接到管理服务器进行初始身份验证，然后连接到
所需记录服务器以访问录像。

然而，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自己不必位于 IPv6 网络上，前提条件是网络设备支持不同 IP 版本之间的通信，并且
已在其计算机上安装 IPv6 协议。另请参阅图示。要在客户端计算机上安装 IPv6，请打开命令提示符，输入 Ipv6 install，然后
按 ENTER。
示例图

示例：由于本系统中的一个服务器仅使用 IPv6，因此与该服务器的所有通信都必须使用 IPv6。然而，该服务器还确定系统中
所有其他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的 IP 版本。

写入 IPv6 地址（已解释）

IPv6 地址通常写为八个块，每个块包含四个十六进制数字，由冒号分隔。

示例：2001:0B80:0000:0000:0000:0F80:3FA8:18AB

可以通过去掉块中的前导零来缩短地址。另请注意，某些四位数字块可能仅包含零。如果连续出现任意数量的此类 0000 块，
则可以通过将 0000 块替换为两个冒号来缩短地址（只要地址中只有一个这样的双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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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
2001:0B80:0000:0000:0000:0F80:3FA8:18AB 可以缩短为

2001:B80:0000:0000:0000:F80:3FA8:18AB（删除前导零）或

2001:0B80::0F80:3FA8:18AB（删除 0000 块）或者甚至

2001:B80::F80:3FA8:18AB（删除前导零和 0000 块）。

在 URL 中使用 IPv6 地址

IPv6 地址包含冒号。然而，冒号也用于其他类型的网络寻址语句。例如，IPv4 使用冒号来分隔 IP 地址和端口号（在它们均用
于 URL 中时）。IPv6 继承了这一原则。因此，为避免混淆，在 IPv6 地址用于 URL 中时，在其周围添加方括号。

包含 IPv6 地址的 URL 的示例：
http://[2001:0B80:0000:0000:0000:0F80:3FA8:18AB]，它当然可以缩短为（例如）http://[2001:B80::F80:3FA8:18AB]

包含 IPv6 地址和端口号的 URL 的示例：
http://[2001:0B80:0000:0000:0000:0F80:3FA8:18AB]:1234，它当然可以缩短为（例如）http://
[2001:B80::F80:3FA8:18AB]:1234

有关 IPv6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例如）IANA网站 (https://www.iana.org/numbers/)。IANA（互联网编号分配机构）是负
责 IP 寻址全球协调的机构。

虚拟服务器
您可以在虚拟化 Windows® 服务器上运行所有系统组件，如 VMware® 和 Microsoft® Hyper-V®。

为了更好地利用硬件资源，使用虚拟化是更好的选择。通常情况下，运行在硬件主机服务器上的虚拟服务器并不利用太多资源
来加载虚拟服务器，并且通常不会同时进行。然而，记录服务器会记录所有摄像机和视频流。这会造成 CPU、内存、网络和
存储系统负载过高。因此，在虚拟服务器上运行时，虚拟化的一般优势会在很大程度上消失，这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因为它会使
用所有可用资源。

如果在虚拟环境中运行，则务必确保硬件主机的物理内存量与为虚拟服务器分配的物理内存量相同，并且为运行记录服务器的
虚拟服务器分配足够 CPU 和内存；默认情况下并非如此。通常，记录服务器需要 2-4 GB，具体取决于配置。另一个瓶颈是网
络适配器分配和硬盘性能。应考虑在运行记录服务器的虚拟服务器的主机服务器上分配物理网络适配器。这样，便可以更加轻
易地确保对于发送到其他虚拟服务器的通信，不会造成网络适配器过载。如果网络适配器用于多个虚拟服务器，则网络通信可
能导致记录服务器无法检索和录制所配置数量的图像。

多台管理服务器（群集）（已解释）
management server 可安装到服务器群集中的多台服务器上。这样可确保非常短的系统停机时间。如果群集中有服务器出现
故障，群集中的另一个服务器将自动接管故障服务器运行管理服务器的作业。

只能为每个监控安装设置一台活动管理服务器，但可以安装其他管理服务器以便在发生故障时接管。

默认情况下，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将故障转移的次数限制为六小时内两次。如果超过此值，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便不会由群集服务自动启动。可以更改此限制以更好地满足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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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集要求
l 使用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 或更高版本的两台计算机。确保：

l 要添加为群集节点的所有服务器都在运行相同版本的 Windows Server

l 要添加为群集节点的所有服务器都加入同一个域

l 您可以作为本地管理员登录到 Windows 帐户

关于 Microsoft Windows 服务器中的群集，请参阅故障转移群集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windows-
server/failover-clustering/create-failover-cluster。

l Microsoft SQL Server 安装

安装于服务器群集外的外部 SQL Server 和数据库或服务器群集中的内部 SQL Server 服务（群集）（创建内部 SQL
Server 服务要求使用能够用作群集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Standard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本。

将管理服务器连接到数据库时，视系统配置密码设置而定，可能会要求您提供当前的系统配置
密码。请参阅 第 252 页上的系统配置密码（已解释）。

如果您在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工作，建议您在 Server Configurator 中启动任务。这是因为在应用更改
时 Server Configurator 可能需要停止服务，并且故障转移群集环境可能会干扰此操作。

保护记录数据库免遭损坏
摄像机数据库可能已损坏。有几个数据库修复选项可解决该问题。MOBOTIX 建议您采取措施，确保摄像机数据库免遭损坏。

硬盘故障：保护驱动器

硬盘驱动器属于机械设备，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下面是可能损坏硬盘驱动器并导致摄像机数据库受损的外部因素的示
例：

l 振动（确保监控系统服务器及其周围环境都处于稳定状态）

l 高温（确保服务器的通风状况良好）

l 强磁场（避免）

l 停电（确保使用不间断电源 (UPS)）

l 静电（确保处理硬盘驱动器时您处于接地保护下）

l 火、水等 （避免）

Windows 任务管理器：在结束进程时请务必小心

当在 Windows 任务管理器下操作时，切勿结束会影响监控系统的任何进程。如果通过单击 Windows 任务管理器中的结束进
程来结束某个应用程序或系统服务，则进程会被直接终止，不会保存其状态或数据。这可能损坏摄像机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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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Windows 任务管理器会在您尝试结束某个进程时显示警告。除非您确定结束该进程不会影响监控系统，否则当系统显
示警告消息询问是否确实要终止进程时，请单击否。

断电：使用 UPS

数据库受损的一个最常见的原因是记录服务器突然关闭，导致文件没有被保存，操作系统没有正常关闭。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是
由于停电、有人无意中拔掉服务器的电源线或类似事件。

避免记录服务器免遭意外关闭的最好方法是为每台记录服务器配备一台 UPS（不间断电源）。

作为电池驱动的二次电源，UPS可在电源不稳定的时候为保存打开的文件以及安全关闭系统提供必要的电源。UPS设计各
异，但大多数的 UPS所包含的软件都可自动保存打开的文件、向系统管理员发出警报等。

针对组织的环境选择适合类型的 UPS是一个单独的处理过程。但在评估您的需求时，必须切记您需要 UPS在突然断电时能够
供电维持的运行时间。保存打开的文件并正常关闭操作系统可能需要几分钟的时间。

SQL 数据库交易日志（已解释）
每次将更改写入 SQL 数据库时，SQL 数据库都会将此更改记录在其交易日志中。

使用交易日志，您可以通过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回滚和撤消对 SQL 数据库的更改。 默认情况下，
SQL 数据库会无限期地存储其交易日志，这意味着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交易日志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条目。 默认情况下，交易日
志位于系统驱动器中，并且如果交易日志持续增长，最终可能会使 Windows 无法正常运行。

要避免此类情形，建议定期刷新交易日志。 刷新并不会使交易日志文件变小，但可清除其内容，从而避免其增长到超出控制的
程度。 您的视频管理软件系统不会刷新交易日志。 在 SQL Server 中，有多种刷新交易日志的方法。 访问 Microsoft 支持页
面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ql/relational-databases/logs/the-transaction-log-sql-server?view=sql-server-
2017，然后搜索交易日志截断。

最低系统要求
有关各种视频管理软件应用程序和系统组件的系统要求的信息，请转到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media/4821)。

开始安装前
MOBOTIX 建议您在正式开始安装前先阅读下一章节中所述要求。

准备服务器和网络

操作系统

确保所有服务器都具有全新安装的 Microsoft Windows 操作系统，并且使用最新的 Windows 更新对其执行更新。

有关各种视频管理软件应用程序和系统组件的系统要求的信息，请转到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media/4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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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soft® .NET Framework

检查所有服务器是否都已安装 Microsoft.NET Framework 4.8 或更高版本。

网络

分配静态 IP 地址或对所有系统组件和摄像机进行 DHCP 保留。为确保网络上有足够的带宽可用，您必须了解系统如何以及何
时消耗带宽。网络上的主要负载包括三个元素：

l 摄像机视频流

l 客户端显示视频

l 录制视频的存档

记录服务器从摄像机检索视频流，这会导致网络恒定负载。用于显示视频的客户端会占用网络带宽。如果客户端视图内容没有
发生变化，则负载是恒定的。视图内容中的变更、视频搜索或播放会使负载动态化。

录制视频的存档是选配功能，当计算机中的内存系统无足够的空间时，该功能可以让系统将录制视频移到网络存储。这是一个
需制定相应计划的作业，您必须对其进行定义。通常情况下，您存档到网络驱动器，这使其成为网络上计划的动态负载。

您的网络必须具备带宽余量，以应对这些峰值流量。这可增强系统响应能力和总体用户体验。

准备 Active Directory

如果希望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向系统添加用户，则网络上必须存在已安装 Active Directory 并充当域控制器的服务器。

为便于用户和组管理，MOBOTIX 建议您在安装 MOBOTIX HUB 系统之前安装并配置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如果在安
装系统后将管理服务器添加至 Active Directory，则必须重新安装管理服务器，并使用在 Active Directory 中定义的新
Windows 用户来替换用户。

基本用户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系统中不受支持，因此，如果您计划在系统中使用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您必须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将用户添加为 Windows 用户。 如果不安装 Active Directory，则在安装时
执行 第 130 页上的工作组安装 中所述的步骤。

安装方法

在安装向导中，您必须决定要使用的安装方式。应根据组织的需要进行选择，但是您很可能已在购买系统时确定了方法。

选
项

说明

单
台
计
算

在当前计算机上安装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以及 SQL Server。

安装完成后，您可以通过向导配置系统。如果您同意继续，则记录服务器会扫描您的网络以查找硬件，然后您可以
选择将哪些硬件设备添加到您的系统中。可以在配置向导中添加的最大硬件设备数取决于您的基本许可证。此外，
摄像机在视图中预配置，而且系统会创建默认操作员角色。安装后，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会打开，您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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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项

说明

机 随时使用系统。

自
定
义

管理服务器将始终在系统组件列表中被选中并始终进行安装，但您可以在其他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中自由选择要在
当前计算机上安装的项。

默认情况下不会在组件列表中选中记录服务器，但您可更改此默认设置。您之后可以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未选中的
组件。

单台计算机安装

系统中的典型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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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ctive Directory

2. 设备

3. 服务器，它安装有 SQL Server

4. 事件服务器

5. 日志服务器

6.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7. Management Client

8. 管理服务器

9. 记录服务器

10.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11.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12. MOBOTIX HUB Web Client

13.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

14.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带有 MOBOTIX HUB Video Wall

自定义安装 -分布式系统组件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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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 SQL Server 版本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是 SQL Server 的一个免费版本，并且与其他 SQL Server 版本相比，它易于安装和准备使
用。在单台计算机安装期间，除非已在这台计算机上安装了 SQL Server，否则将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MOBOTIX HUB VMS安装包括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2019 版。并非所有 Windows 操作系统都支持此版本的 SQL
Server。在安装 MOBOTIX HUB VMS之前，请确认您的操作系统是否支持 SQL Server 2019。如果您的操作系统不支持此版
本的 SQL Server，请安装支持版本的 SQL Server，然后再开始 MOBOTIX HUB VMS安装。有关支持的 SQL Server 版本的
信息，请参阅 https://www.mobotix.com/en/media/4821。

对于与 SQL 数据库之间有许多交易的庞大系统或系统，MOBOTIX 建议您在网络上的专用计算机上以及在不用于其他用途的专
用硬盘驱动器上使用 SQL Server 的 Microsoft® SQL Server® Standard或 Microsoft® SQL Server® Enterprise 版。 在自己
的驱动器上安装 SQL Server 可提高整个系统的性能。

选择服务帐户

在安装中，系统将要求您指定要在此计算机上运行 MOBOTIX 服务的帐户。服务始终在该帐户上运行，无论登录用户是谁。确
保帐户拥有所有必要的用户权限，例如用于执行任务的适当权限、正确的网络和文件访问权限以及网络共享文件夹访问权限。

您可以选择预定义的帐户或用户帐户。您的决定应基于要在其中安装系统的环境：

域环境

在域环境中：

l MOBOTIX 建议您使用内置的网络服务帐户

这将易于使用，即使在您需要将系统扩展到多台计算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l 您也可以使用域用户帐户，但它们可能更难以配置

工作组环境

在工作组环境中，MOBOTIX 建议您使用拥有所有必要权限的本地用户帐户。这通常是管理员帐户。

如果您已在多台计算机上安装了系统组件，则所选用户帐户必须配置于您安装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并
具有相同的用户名、密码和访问权限。

Kerberos 身份验证（已解释）

Kerberos是一个基于票证的网络身份验证协议。它设计用于为客户端/服务器或服务器/服务器应用提供强大的身份验证功能。

可使用 Kerberos 身份验证替代旧的 Microsoft NT LAN (NTLM) 身份验证协议。

Kerberos 身份验证需要使用相互身份验证，其中客户端和服务相互进行身份验证。这样，您就可以更安全地从 MOBOTIX
HUB 客户端向 MOBOTIX HUB 服务器进行身份验证，而不会暴露您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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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 MOBOTIX HUB VMS中进行相互身份验证，您必须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注册服务主体名称 (SPN)。SPN 是唯一标识实
体（如 MOBOTIX HUB server 服务）的别名。采用相互身份验证的每个服务都必须注册 SPN，以便客户端可以在网络上识别
服务。如果未正确注册 SPN，则无法进行相互身份验证。

下表列出了您需要注册的不同 MOBOTIX 服务和相应端口号：

服务 端口号

Management Server - IIS 80 - 可配置

Management Server - 内部 8080

Recording Server - Data Collector 7609

Failover Server 8990

Event Server 22331

LPR Server 22334

您需要在 Active Directory 中注册的服务数量取决于您当前的安装。安装 Management Server、
Recording Server、Event Server 或 Failover Server 服务时，会自动安装 Data Collector。

您必须为运行该服务的用户注册两个 SPN：一个具有主机名，另一个具有完全合格的域名。

如果您在一个网络用户服务帐户下运行服务，必须为运行此服务的每台计算机注册两个 SPN。

以下是 MOBOTIX SPN 命名方案：

VideoOS/[DNS Host Name]:[Port]

VideoOS/[Fully qualified domain name]:[Port]

下面是运行于具有以下详细信息的计算机上的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 SPN 示例︰

主机名：Record-Server1

域：Surveillance.com

要注册的 S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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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OS/Record-Server1:7609

VideoOS/Record-Server1.Surveillance.com:7609

病毒扫描排除（已解释）

与其他任何数据库软件的情形相同，如果在运行 MOBOTIX HUB 软件的计算机上安装了反病毒程序，清除特定文件类型和文
件夹以及特定网络通信极为重要。如果不实施这些例外，病毒扫描会占用大量系统资源。除此之外，扫描进程可能临时锁定文
件，从而可能导致录制进程中断甚至造成数据库损坏。

需要执行病毒扫描时，请勿扫描包含记录数据库的记录服务器文件夹（默认为 C:\mediadatabase\，以及所有子文件夹）。
还应避免在存档存储目录上执行病毒扫描。

创建以下额外排除对象：

l 文件类型：.blk、.idx、.pic

l 文件夹和子文件夹：

l C:\Program Files\MOBOTIX或C:\Program Files (x86)\MOBOTIX

l C:\ProgramData\MOBOTIX\IDP\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KeyManagement\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SDK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Data Collector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Log Server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Mobile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Recording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Report Web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Recording Server\Secure\Tables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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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排除下列 TCP 端口上的网络扫描：

产品 TCP 端口

MOBOTIX HUB VMS 80, 8080, 7563, 25, 21, 9000

MOBOTIX HUB Mobile 8081

或

l 排除以下进程的网络扫描：

产品 进程

MOBOTIX HUB VMS
VideoOS.Recorder.Service.exe、VideoOS.Server.Service.exe、VideoOS.
Administration.exe

MOBOTIX HUB
Mobile

VideoOS.MobileServer.Service.exe

组织可能会有关于病毒扫描的严格准则，但重要的是，上述文件夹和文件应被排除在病毒扫描之外。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 以在 FIPS 140-2 兼容模式下运行？

为了以 FIPS 140-2 操作模式运行 MOBOTIX HUB VMS，您必须：

l 在 FIPS 140-2 批准的操作模式下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有关启用 FIPS的信息，请访问 Microsoft 网站。

l 确保独立的第三方集成可以在启用 FIPS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

l 以确保 FIPS 140-2 兼容的操作模式连接到设备

l 确保使用兼容 FIPS 140-2 的密码对媒体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这是通过运行媒体数据库升级工具来完成的。有关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FIPS 140-2 合规部分。

在启用 FIPS 的系统上安装 MOBOTIX HUB VMS 之前

虽然可以在启用了 FIPS的计算机上完成新 MOBOTIX HUB VMS的安装，但是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 FIPS时，您将
无法升级 MOBOTIX HUB V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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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升级，请在安装之前，在属于视频管理软件的所有计算机（包括托管SQL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禁用WindowsFIPS安全
策略。

如果启用了 FIPS，MOBOTIX HUB VMS安装程序将检查 FIPS安全策略，并阻止安装开始。

但是，如果要从 MOBOTIX HUB VMS 2020 R3 及更高版本升级，则无需禁用 FIPS。

在所有计算机上安装 MOBOTIX HUB VMS组件并为 FIPS准备系统之后，可以在视频管理软件中所有计算机上的 Windows 上
启用 FIPS安全策略。

有关如何配置MOBOTIXHUBVMS以在符合FIPS140-2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FIPS140-2合规部分。

设备驱动程序（已解释）

系统使用视频设备驱动程序来控制连接到记录服务器的摄像机设备并与之通信。您必须在系统的每台记录服务器上安装视频设
备驱动程序。

从 2018 R1 版本开始，设备驱动程序分为两个设备软件包：包含较新驱动程序的常规设备软件包和包含较旧驱动程序的旧设
备软件包。

安装记录服务器时，将自动安装常规设备软件包。稍后，您可以下载并安装更新版本的设备软件包，以更新驱动程序。
MOBOTIX定期发布新版本的设备驱动程序，您可以从我们网站的下载页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
downloads) 下载设备软件包。更新视频设备软件包时，可以在已安装的任何版本之上安装最新版本。

只有在系统安装了常规设备软件包的情况下，才能安装旧版设备软件包。如果系统上已经安装了以前的版本，将自动安装旧版
设备软件包中的驱动程序。可以在软件下载页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手动下载和安装。

请在安装前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否则需要重启计算机。

为确保最佳性能，请始终使用最新版本的设备驱动程序。

脱机安装的要求

如果在脱机服务器上安装系统，则需要以下文件：

l MOBOTIX HUB VMS Products 2022 R2 System Installer.exe文件

l 适用于您 MOBOTIX HUB 系统的软件许可证文件 (SLC)

l 包括所需的 .NET版本 (https://www.mobotix.com/en/media/4821) 的操作系统安装媒体

安全通信（已解释）
安全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S) 是超文本传输协议 (HTTP) 的扩展，用于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安全通信。 在 HTTPS中，通信协
议使用传输层安全 (TLS) 或其前身安全套接字层 (SSL) 进行加密。

在 MOBOTIX HUB VMS中，安全通信是通过使用 TLS/SSL 和非对称加密 (RSA) 实现。

TLS/SSL 使用一对密钥（一个私钥和一个公钥）来验证、保护和管理安全连接。

证书颁发机构 (CA) 是任何能够颁发根证书的人。这可以是颁发根证书的互联网服务，或任何手动生成并发放证书的人。CA可
以向 web服务，即向任何使用 https 通信的软件颁发证书。此证书包含两个密钥，即私钥和公钥。公钥通过安装公共证书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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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在 Web服务的客户端（服务客户端）上。 私钥用于签署必须安装在服务器上的服务器证书。 每当服务客户端调用 Web服
务时，Web服务都会将包含公钥的服务器证书发送到客户端。服务客户端可以使用已安装的公共 CA证书验证服务器证书。
客户端和服务器现在可以使用公共和私人服务器证书来交换密钥，从而建立安全的 TLS/SSL 连接。

对于手动发放的证书，必须在客户端可以进行此类验证前安装证书。

有关 TLS的详细信息：https://en.wikipedia.org/wiki/Transport_Layer_Security

证书具有到期日。MOBOTIX HUB VMS不会在证书即将到期时警告您。如果证书到期：
• 客户端将不再信任具有过期证书的记录服务器，因此无法与其进行通信
• 记录服务器将不再信任具有过期证书的管理服务器，因此无法与其进行通信
• 移动设备将不再信任具有过期证书的移动设备服务器，因此无法与其进行通信

要更新证书，请按照本指南中的步骤进行操作，就像您创建证书时所做的那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如何保护 MOBOTIX HUB VMS安装的证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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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新的 MOBOTIX HUB 系统

安装 MOBOTIX HUB L1

您可以安装 MOBOTIX HUB L1 的免费版。该版本可为有限数量的摄像机提供 MOBOTIX HUB VMS的有限功能。必须具有
Internet 连接才能安装 MOBOTIX HUB L1。

此版本安装在一台计算机上，请使用单台计算机安装选项。单台计算机选项在当前计算机上安装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

MOBOTIX 建议您在安装之前仔细阅读以下部分：第 101 页上的开始安装前。

对于 FIPS安装，如果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 FIPS，则无法升级 MOBOTIX HUB VMS。在安
装之前，在属于视频管理软件的所有计算机（包括托管 SQL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禁用 Windows FIPS
安全策略。但是，如果要从 MOBOTIX HUB VMS 2020 R3 及更高版本升级，则无需禁用 FIPS。有关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
FIPS 140-2 合规部分。

初次安装后，您可以继续使用配置向导。根据您的硬件和配置，记录服务器会扫描网络中是否有硬件。然后，您可以选择将哪
些硬件设备添加到您的系统中。摄像机在视图中预先配置，您可以选择启用麦克风和扬声器等其他设备。您还可以选择将操作
员角色或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安装后，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会打开，您可以随时使用系统。

否则，如果关闭安装向导，则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会打开，您可以在其中进行手动配置，例如将硬件设备和
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如果从以前的产品版本升级，则系统不会扫描硬件，也不会创建新视图和用户角色。

1. 从互联网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下载软件，并运行 MOBOTIX HUB VMS Products

2022 R2 System Installer.exe文件。

2. 安装文件会解压。根据安全设置，将显示一个或多个 Windows® 安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解压将继续。

3. 完成后，会出现 MOBOTIX HUB VMS 安装向导。

1. 选择安装期间使用的语言（这不是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会在之后进行选
择）。 单击继续。

2. 阅读 MOBOTIX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复选框，然后单击继续。

3. 此时会下载免费许可证文件，而且它会显示在输入或浏览到许可证文件位置字段中。单击继续。

4. 选择单台计算机。

将出现要安装的组件的列表（您无法编辑此列表）。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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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分配系统配置密码页面上，输入保护您的系统配置的密码。在系统恢复或扩展系统（例如添加集群）时，将需要此
密码。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丢失此密码，则可能会影响恢复系统
配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系统配置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系统配置密码，并且了解系统配置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6. 在分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页面上，输入密码以加密您的调查。作为系统管理员，在系统恢复或使用其他移
动设备服务器扩展系统时，您需要输入此密码才能访问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否则可能会损害您恢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调查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并且了解调查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7. 在指定记录服务器设置页面上，指定不同的记录服务器设置：

1. 在记录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记录服务器的名称。默认为计算机的名称。

2. 管理服务器地址字段会显示管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localhost:80。

3. 在选择媒体数据库位置字段中，选择视频记录要保存到的位置。MOBOTIX 建议您将视频录制内容保存在与安
装软件位置不同且非系统驱动器的位置上。默认位置是可用空间最多的驱动。

4. 在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字段，定义希望将记录保留的时长。您可以输入1到365,000天，默认保留时间是7天。

5. 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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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选择加密页面上，您可以保护通信流：

l 在记录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管理服务器之间

要为内部通信流启用加密，请在服务器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如果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则系统会要求您同时还加密从管理服务器
到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l 在记录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
书。

l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移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l 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

若要启用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的加密，请选择一个证书。

您可以对所有系统组件使用相同的证书文件，也可以根据系统组件使用不同的证书文件。

有关准备系统以进行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l MOBOTIX 证书指南

您还可以通过通知区域中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在安装后从 Server Configurator 启用加密。

9. 在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文件位置字段中，选择软件安装位置。

如果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任何 MOBOTIX HUB VMS产品，则此字段将被禁用。该字段
显示将要安装组件的位置。

2. 在产品语言中，选择安装 MOBOTIX HUB 产品时使用的语言。

3. 单击安装。

软件现在即会安装。如果尚未安装在计算机上，则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和
Microsoft IIS。

10. 系统可能会提示您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根据安全设置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条或多条 Windows 安
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安装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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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安装完成后，会显示计算机上已安装组件的列表。

单击继续将硬件和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如果现在单击关闭，您就会绕过配置向导，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打开。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您可以配置系统，例如将硬件和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12. 在输入硬件的用户名和密码页面上，输入硬件的用户名和密码（已从制造商提供的默认值更改）。

安装程序会扫描网络以获取此硬件以及具有制造商默认凭据的硬件。

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扫描硬件。

13. 在选择要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页面上，选择要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添加硬件。

14. 在配置设备页面上，您可以通过单击硬件名称旁边的编辑图标来添加硬件描述性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将作为硬件设
备的前缀。

扩展硬件节点以启用或禁用硬件设备，如摄像机、扬声器和麦克风。

摄像机默认启用，扬声器和麦克风默认禁用。

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配置硬件。

15. 在添加用户页面上，您可以将用户作为Windows用户或基本用户添加到系统中。这些用户可以是管理员角色或操作员
角色。

定义用户并单击添加。

添加完用户后，请单击继续。

16. 完成安装和初始配置后，出现配置完成页面，您会看到：

l 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设备的列表

l 添加到系统中的用户列表

l 指向 MOBOTIX HUB Web Client 和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的地址，您可以与用户共享

单击关闭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打开，准备就绪。

安装本系统 - 单台计算机选项

单台计算机选项在当前计算机上安装所有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

MOBOTIX 建议您在安装之前仔细阅读以下部分：第 101 页上的开始安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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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FIPS安装，如果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 FIPS，则无法升级 MOBOTIX HUB VMS。在安
装之前，在属于视频管理软件的所有计算机（包括托管 SQL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禁用 Windows FIPS
安全策略。但是，如果要从 MOBOTIX HUB VMS 2020 R3 及更高版本升级，则无需禁用 FIPS。有关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
FIPS 140-2 合规部分。

初次安装后，您可以继续使用配置向导。根据您的硬件和配置，记录服务器会扫描网络中是否有硬件。然后，您可以选择将哪
些硬件设备添加到您的系统中。摄像机在视图中预先配置，您可以选择启用麦克风和扬声器等其他设备。您还可以选择将操作
员角色或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安装后，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会打开，您可以随时使用系统。

否则，如果关闭安装向导，则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会打开，您可以在其中进行手动配置，例如将硬件设备和
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如果从以前的产品版本升级，则系统不会扫描硬件，也不会创建新视图和用户角色。

1. 从互联网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下载软件，并运行 MOBOTIX HUB VMS Products

2022 R2 System Installer.exe文件。

2. 安装文件会解压。根据安全设置，将显示一个或多个 Windows® 安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解压将继续。

3. 完成后，会出现 MOBOTIX HUB VMS 安装向导。

1. 选择安装期间使用的语言（这不是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会在之后进行选
择）。 单击继续。

2. 阅读 MOBOTIX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复选框，然后单击继续。

3. 在输入或浏览许可证文件的位置中，输入来自 MOBOTIX HUB 提供商的许可证文件。或者，浏览到文件位置。
系统会先验证许可证文件，然后您才能继续。单击继续。

4. 选择单台计算机。

将出现要安装的组件的列表（您无法编辑此列表）。单击继续。

5. 在分配系统配置密码页面上，输入保护您的系统配置的密码。在系统恢复或扩展系统（例如添加集群）时，将需要此
密码。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丢失此密码，则可能会影响恢复系统
配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系统配置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系统配置密码，并且了解系统配置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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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分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页面上，输入密码以加密您的调查。作为系统管理员，在系统恢复或使用其他移
动设备服务器扩展系统时，您需要输入此密码才能访问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否则可能会损害您恢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调查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并且了解调查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7. 在指定记录服务器设置页面上，指定不同的记录服务器设置：

1. 在记录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记录服务器的名称。默认为计算机的名称。

2. 管理服务器地址字段会显示管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localhost:80。

3. 在选择媒体数据库位置字段中，选择视频记录要保存到的位置。MOBOTIX 建议您将视频录制内容保存在与安
装软件位置不同且非系统驱动器的位置上。默认位置是可用空间最多的驱动。

4. 在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字段，定义希望将记录保留的时长。您可以输入1到365,000天，默认保留时间是7天。

5. 单击继续。

8. 在选择加密页面上，您可以保护通信流：

l 在记录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管理服务器之间

要为内部通信流启用加密，请在服务器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如果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则系统会要求您同时还加密从管理服务器
到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l 在记录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
书。

l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移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l 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

若要启用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的加密，请选择一个证书。

您可以对所有系统组件使用相同的证书文件，也可以根据系统组件使用不同的证书文件。

有关准备系统以进行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l MOBOTIX 证书指南

您还可以通过通知区域中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在安装后从 Server Configurator 启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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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页面上，执行以下操作：

1. 在文件位置字段中，选择软件安装位置。

如果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任何 MOBOTIX HUB VMS产品，则此字段将被禁用。该字段
显示将要安装组件的位置。

2. 在产品语言中，选择安装 MOBOTIX HUB 产品时使用的语言。

3. 单击安装。

软件现在即会安装。如果尚未安装在计算机上，则在安装过程中会自动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 和
Microsoft IIS。

10. 系统可能会提示您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根据安全设置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条或多条 Windows 安
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安装即完成。

11. 安装完成后，会显示计算机上已安装组件的列表。

单击继续将硬件和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如果现在单击关闭，您就会绕过配置向导，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打开。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您可以配置系统，例如将硬件和用户添加到系统中。

12. 在输入硬件的用户名和密码页面上，输入硬件的用户名和密码（已从制造商提供的默认值更改）。

安装程序会扫描网络以获取此硬件以及具有制造商默认凭据的硬件。

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扫描硬件。

13. 在选择要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页面上，选择要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添加硬件。

14. 在配置设备页面上，您可以通过单击硬件名称旁边的编辑图标来添加硬件描述性名称。然后，这个名称将作为硬件设
备的前缀。

扩展硬件节点以启用或禁用硬件设备，如摄像机、扬声器和麦克风。

摄像机默认启用，扬声器和麦克风默认禁用。

单击继续并等待系统配置硬件。

15. 在添加用户页面上，您可以将用户作为Windows用户或基本用户添加到系统中。这些用户可以是管理员角色或操作员
角色。

定义用户并单击添加。

添加完用户后，请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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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完成安装和初始配置后，出现配置完成页面，您会看到：

l 添加到系统中的硬件设备的列表

l 添加到系统中的用户列表

l 指向 MOBOTIX HUB Web Client 和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的地址，您可以与用户共享

单击关闭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打开，准备就绪。

安装本系统 - 自定义选项

自定义选项会安装管理服务器，但您可以选择要在当前计算机上安装的其他服务器和客户端组件。默认情况下，不会在组件列
表中选中记录服务器。根据您的选择，您之后可以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未选定的系统组件。 有关每个系统组件及其角色的详细
信息，请参阅 第 29 页上的产品概述其他计算机上的安装是通过名为 Download Manager 的管理服务器的下载网页完成。有
关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34 页上的Download Manager /下载网页。

MOBOTIX 建议您在安装之前仔细阅读以下部分：第 101 页上的开始安装前。

对于 FIPS安装，如果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 FIPS，则无法升级 MOBOTIX HUB VMS。在安
装之前，在属于视频管理软件的所有计算机（包括托管 SQL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禁用 Windows FIPS
安全策略。但是，如果要从 MOBOTIX HUB VMS 2020 R3 及更高版本升级，则无需禁用 FIPS。有关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
FIPS 140-2 合规部分。

1. 从互联网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下载软件，并运行 MOBOTIX HUB VMS Products

2022 R2 System Installer.exe文件。

2. 安装文件会解压。根据安全设置，将显示一个或多个 Windows® 安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解压将继续。

3. 完成后，会出现 MOBOTIX HUB VMS 安装向导。

1. 选择安装期间使用的语言（这不是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系统在安装后将使用的语言会在之后进行选
择）。 单击继续。

2. 阅读 MOBOTIX 最终用户许可协议。选中我接受许可协议中的条款复选框，然后单击继续。

3. 在输入或浏览许可证文件的位置中，输入来自 MOBOTIX HUB 提供商的许可证文件。或者，浏览到文件位置。
系统会先验证许可证文件，然后您才能继续。单击继续。

4. 选择自定义。 将显示要安装的组件的列表。除管理服务器之外，列表中的所有组件均为可选项。记录服务器和移动服
务器默认不选中。选择您想要安装的系统组件并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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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面的步骤中会安装所有系统组件。对于更加分布式的系统，在该计算机上安装较少的组
件，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剩余的组件。如果您无法识别安装步骤，可能是因为您尚未选择安装
此页面所属的系统组件。在这种情况下，继续执行下一步。另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已解释）、第 123 页上的安装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和 第 126 页上的通过命令行 shell 以静默方式安装（已解释）。

5. 只有当计算机上有多个 IIS 网站时，才会显示在 IIS 上选择用于 MOBOTIX HUB 系统的网站页面。您必须选择要用于
MOBOTIX HUB 系统的网站。如果可能，请选择具有 HTTPS绑定的网站，因为此协议是 HTTP 的一个更高级和安全版
本。单击继续。

如果计算机上未安装 Microsoft® IIS，则会安装它。

6. 在选择 Microsoft SQL Server页面上，选择要使用的 SQL Server。 另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 SQL Server 自定义安装
期间的选项。单击 继续。

如果您的本地计算机上没有 SQL Server，则可以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但在
较大的分布式系统中，通常会使用网络上的专用 SQL Server。

7. 在选择数据库页面上（仅在选择了现有的 SQL Server 时显示），选择或创建用于存储系统配置的 SQL 数据库。 如果
选择现有的 SQL 数据库，则决定是要保留还是覆盖现有数据。 如果要升级，请选择保留现有数据，以免丢失您的系统
配置。另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 SQL Server 自定义安装期间的选项。单击 继续。

8. 在分配系统配置密码页面上，输入保护您的系统配置的密码。在系统恢复或扩展系统（例如添加集群）时，将需要此
密码。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丢失此密码，则可能会影响恢复系统
配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系统配置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系统配置密码，并且了解系统配置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9. 在分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页面上，输入密码以加密您的调查。作为系统管理员，在系统恢复或使用其他移
动设备服务器扩展系统时，您需要输入此密码才能访问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

您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否则可能会损害您恢复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的能力。

如果您不希望调查受到密码保护，请选择我选择不使用移动设备服务器数据保护密码，并且了解调查不会被加密。

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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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选择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帐户上，选择该预定义帐户或该帐户来选择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帐户。

如果需要，请输入密码。

帐户的用户名必须是一个单词。它不能包含空格。

单击继续。

11. 在指定记录服务器设置页面上，指定不同的记录服务器设置：

1. 在记录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记录服务器的名称。默认为计算机的名称。

2. 管理服务器地址字段会显示管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localhost:80。

3. 在选择媒体数据库位置字段中，选择视频记录要保存到的位置。MOBOTIX 建议您将视频录制内容保存在与安
装软件位置不同且非系统驱动器的位置上。默认位置是可用空间最多的驱动。

4. 在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字段，定义希望将记录保留的时长。您可以输入1到365,000天，默认保留时间是7天。

5. 单击继续。

12. 在选择加密页面上，您可以保护通信流：

l 在记录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管理服务器之间

要为内部通信流启用加密，请在服务器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如果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则系统会要求您同时还加密从管理服务器
到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l 在记录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
书。

l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移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l 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

若要启用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的加密，请选择一个证书。

您可以对所有系统组件使用相同的证书文件，也可以根据系统组件使用不同的证书文件。

有关准备系统以进行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l MOBOTIX 证书指南

您还可以通过通知区域中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在安装后从 Server Configurator 启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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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在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页面上，选择程序文件的文件位置。

如果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任何 MOBOTIX HUB VMS产品，则此字段将被禁用。该字段显示将
要安装组件的位置。

14. 在产品语言中，选择安装 MOBOTIX HUB 产品时使用的语言。单击安装。

软件现在即会安装。安装完成后，您会看到已成功安装的系统组件的列表。单击关闭。

15. 系统可能会提示您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启动计算机之后，根据安全设置的不同，可能会出现一条或多条 Windows 安
全警告。接受这些警告，安装即完成。

16.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配置系统。请参阅 第 142 页上的初始配置任务列表。

17. 根据您的选择，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其余系统组件。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已解释）。

SQL Server 自定义安装期间的选项

使用以下选项确定要使用的 SQL Server 和数据库。

SQL Server 选项：

l 在此计算机上安装 Microsoft® SQL Server® Express：仅当您未在计算机上安装 SQL Server 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l 在此计算机上使用 SQL Server：仅当已在计算机上安装了 SQL Server 时，才会显示此选项

l 通过搜索，在您的网络上选择 SQL Server：使您能够搜索在您的网络子网上可发现的所有 SQL Server

l 在您的网络上选择 SQL Server：使您能够输入您可能无法通过搜索找到的 SQL Server 的地址（主机名或 IP 地址）

SQL 数据库选项：

l 新建数据库：主要用于新安装

l 使用现有数据库：主要用于现有安装的升级。MOBOTIX 建议您再用现有的 SQL 数据库并将现有数据保留在其中，这
样就不会丢失系统配置。 您还可以选择覆盖 SQL 数据库中的数据

安装新的 MOBOTIX HUB 组件

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已解释）

如果要在计算机（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除外）上安装系统组件，则必须通过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站
Download Manager 安装这些系统组件。

1. 从安装有 Management Server 的计算机上，进入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
择MOBOTIX > 管理安装页面，并记下或复制互联网地址，以供以后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系统组件时使用。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2. 登录到其他每台计算机以安装一个或多个其他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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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Recording Serve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23 页上的安装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或 第
128 页上的以静默方式安装 recording server）

l Management Clien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22 页上的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 Management
Client）

l Desk Client

l Event Server

如果要在符合 FIPS的环境中进行安装，则必须在安装 Event Server 前禁用 Windows
FIPS 140-2 模式。

l Log Server（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29 页上的以静默方式安装日志服务器）

l Mobile Serv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手册）

l DLNA Server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HUB DLNA Server 手册）

3.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下载相关的安装程序。

4. 运行安装程序。

如果对不同安装步骤中的选择和设置有疑问，请参阅 第 118 页上的安装本系统 -自定义选项。

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 Management Client

如果有 MOBOTIX HUB 系统的几个管理员或您只想要从多个计算机管理 MOBOTIX HUB 系统，您可以按照以下说明安装
Management Client。

Management Client 始终安装在管理服务器上。

1. 从安装有 Management Server 的计算机上，进入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
择MOBOTIX > 管理安装页面，并记下或复制互联网地址，以供以后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系统组件时使用。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2. 登录到要安装系统组件的计算机。

1.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3. 为 安装程序单击所有语言Management Client。运行下载的文件。

4. 对所有警告单击是。将开始执行解包。

5. 选择安装程序的语言。单击继续。

6. 阅读并接受许可协议。单击继续。

7. 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单击安装。

8. 安装已完成。将显示已成功安装的组件的列表。单击关闭。

9. 单击桌面上的图标以打开 Managemen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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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出现 Management Client 登录对话框。

11. 在计算机字段中指定管理服务器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12. 选择身份验证，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单击连接。Management Client 即会启动。

要阅读有关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功能以及可以通过系统完成的操作的详细信息，单击工具菜单中的帮助。

安装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如果系统组件分布在单独的计算机上，您可以按照以下说明安装记录服务器。

如果您在单台计算机安装，则记录服务器已安装；但如需更多容量，您可以使用相同说明来添加更多
记录服务器。

如果需要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请参阅 第 125 页上的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1. 从安装有 Management Server 的计算机上，进入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
择MOBOTIX > 管理安装页面，并记下或复制互联网地址，以供以后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系统组件时使用。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2. 登录到要安装系统组件的计算机。

3.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4. 通过选择记录服务器安装程序下的所有语言，下载记录服务器安装程序。保存安装程序或直接从网页运行安装程序。

5. 选择希望在安装期间使用的语言。单击继续。

6.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

典型：以默认值安装记录服务器，或

自定义：以自定义值安装记录服务器。

7. 在指定记录服务器设置页面上，指定不同的记录服务器设置：

1. 在记录服务器名称字段中，输入记录服务器的名称。默认为计算机的名称。

2. 管理服务器地址字段会显示管理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号：localhost:80。

3. 在选择媒体数据库位置字段中，选择视频记录要保存到的位置。MOBOTIX 建议您将视频录制内容保存在与安
装软件位置不同且非系统驱动器的位置上。默认位置是可用空间最多的驱动。

4. 在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字段，定义希望将记录保留的时长。您可以输入1到365,000天，默认保留时间是7天。

5. 单击继续。

8. 只有在您选择了自定义时，才会显示记录服务器IP地址页面。指定要在此计算机上安装的记录服务器数量。单击继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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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选择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帐户上，选择该预定义帐户或该帐户来选择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帐户。

如果需要，请输入密码。

帐户的用户名必须是一个单词。它不能包含空格。

单击继续。

10. 在选择加密页面上，您可以保护通信流：

l 在记录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管理服务器之间

要为内部通信流启用加密，请在服务器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如果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则系统会要求您同时还加密从管理服务器
到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l 在记录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
书。

l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移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l 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

若要启用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的加密，请选择一个证书。

您可以对所有系统组件使用相同的证书文件，也可以根据系统组件使用不同的证书文件。

有关准备系统以进行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l MOBOTIX 证书指南

您还可以通过通知区域中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在安装后从 Server Configurator 启用加密。

11. 在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页面上，选择程序文件的文件位置。

如果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任何 MOBOTIX HUB VMS产品，则此字段将被禁用。该字段显示将
要安装组件的位置。

12. 在产品语言中，选择安装 MOBOTIX HUB 产品时使用的语言。单击安装。

软件现在即会安装。安装完成后，您会看到已成功安装的系统组件的列表。单击关闭。

13. 安装完记录服务器后，可使用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检查其状态，并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对其进
行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42 页上的初始配置任务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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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如果运行工作组，则必须对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使用替代的安装方法（请参阅第130页上的工作组安
装）。

1. 从安装有 Management Server 的计算机上，进入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在 Windows 的开始菜单中，选
择MOBOTIX > 管理安装页面，并记下或复制互联网地址，以供以后在其他计算机上安装系统组件时使用。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登录到要安装系统组件的计算机。

2.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3. 通过选择记录服务器安装程序下的所有语言，下载记录服务器安装程序。保存安装程序或直接从网页运行安装程序。

4. 选择希望在安装期间使用的语言。单击继续。

5. 在选择安装类型页面上，选择故障转移将记录服务器安装为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6. 在指定记录服务器设置页面上，指定不同的记录服务器设置。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名称，管理服务器的地址以及媒
体数据库的路径。单击继续。

7. 在选择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帐户页面上以及在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时，必须使用名为该帐户的具体用户帐户。这将
创建故障转移用户帐户。 如果需要，输入密码并进行确认。单击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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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在选择加密页面上，您可以保护通信流：

l 在记录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管理服务器之间

要为内部通信流启用加密，请在服务器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如果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管理服务器的连接，则系统会要求您同时还加密从管理服务器
到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l 在记录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
书。

l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之间

要在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组件之间启用加密，请在移动流媒体证书部分中选择一个证书。

l 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

若要启用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通信的组件之间的加密，请选择一个证书。

您可以对所有系统组件使用相同的证书文件，也可以根据系统组件使用不同的证书文件。

有关准备系统以进行安全通信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l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l MOBOTIX 证书指南

您还可以通过通知区域中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在安装后从 Server Configurator 启用加密。

9. 在选择文件位置和产品语言页面上，选择程序文件的文件位置。

如果计算机上已经安装了任何 MOBOTIX HUB VMS产品，则此字段将被禁用。该字段显示将
要安装组件的位置。

10. 在产品语言中，选择安装 MOBOTIX HUB 产品时使用的语言。单击安装。

软件现在即会安装。安装完成后，您会看到已成功安装的系统组件的列表。单击关闭。

11. 安装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后，可使用 Failover Server 服务托盘图标检查其状态，并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对其
进行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42 页上的初始配置任务列表。

通过命令行 shell 以静默方式安装（已解释）

使用静默安装，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大型网络安装和升级 Recording Server 和 Desk Client 软件，而无需与用户之间进行任
何互动，对最终用户的干扰也很小。

Recording ServerDesk Client 和 安装程序（.exe 文件）具有不同的命令行变量。 它们每个都有自己的命令行参数集，可以
在命令行 shell 中或通过变量文件直接调用它们。 在命令行 shell 中，您还可以在安装程序中使用命令行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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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将 MOBOTIX HUB 安装程序、它们的命令行参数和命令行选项与用于静默分发和安装软件的工具（例如 Microsoft
System Center Configuration Manager（SCCM，也称为 ConfigMgr））结合使用。 有关此类工具的详细信息，请访问制造
商的网站。

命令行参数和变量文件

在静默安装期间，您可以指定与不同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组件紧密相关的设置，以及它们与命令行参数和变量文件之间的内部通
信。 命令行参数和变量文件应仅用于新安装，因为您不能更改升级过程中命令行参数所代表的设置。

要查看可用的命令行参数并为安装程序生成变量文件，请在命令行 shell 中导航到安装程序所在的目录，然后输入以下命令：

[NameOfExeFile].exe --generateargsfile=[path]

示例：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generateargsfile=c:\temp

在已保存的变量文件 (Arguments.xml) 中，每个命令行参数都有一个解释其用途的说明。 您可以修改并保存该变量文件，以
便命令行参数值适合您的安装需求。

如果要在安装程序中使用变量文件，请通过输入以下命令来使用 --arguments命令行选项：

[NameOfExeFile].exe --quiet --arguments=[path]\[filename]

示例：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quiet --arguments=C:\temp\arguments.xml

命令行选项

在命令行 shell 中，您还可以将安装程序与命令行选项结合使用。 命令行选项通常会修改命令的行为。

要查看命令行选项的完整列表，请命令行 shell 中导航到安装程序所在的目录，然后输入 [NameOfExeFile].exe --help。
为了使安装成功，您必须为需要值的命令行选项指定一个值。

您可以在同一命令中同时使用命令行参数和命令行选项。 使用 --parameters命令行选项，并用冒号 (:) 分隔每个命令行参
数。 在下面的示例中，--quiet、--showconsole和 --parameters为命令行选项，ISFAILOVER和 RECORDERNAME为命
令行参数：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quiet --showconsole

--parameters=ISFAILOVER:true:RECORDERNAME:Failov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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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默方式安装 recording server

当您静默安装时，安装完成时不会通知您。 要获得通知，请在命令中包含 --showconsole命令行选项。 安装完成后，将出
现 MOBOTIX HUB Recording Server 托盘图标。

在下面的命令示例中，方括号([ ])内的文本和方括号本身都必须替换为实际值。示例：您可以输入"d:\programfiles\"、
d:\record\或\\network-storage-02\surveillance代替"[path]"。使用--help命令行选项来了解每个命令行选项值的合法格
式。

1. 登录到要安装 Recording Server 组件的计算机。

2.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的以管理员为目标的 Management Server 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端口]/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3. 通过选择 Recording Server 安装程序下的所有语言，下载记录服务器安装程序。

4. 打开您的首选命令行 shell。 要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请打开 Windows“开始”菜单，然后输入 cmd。

5. 使用下载的安装程序导航到该目录。

6. 根据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继续安装：

情况 1： 升级现有安装，或使用具有默认值的 Management Server 组件在服务器上安装

l 输入以下命令，安装开始。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quiet

情况 2： 在分布式系统中安装

1. 输入以下命令以生成带有命令行参数的变量文件。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generateargsfile=[path]

2. 从指定路径打开变量文件 (Arguments.xml)，并在需要时修改命令行参数值。

确保为命令行参数SERVERHOSTNAME和SERVERPORT提供有效值。否则，安装无法
完成。

4. 保存变量文件。

5. 返回到命令行 shell 并输入下面的命令，以使用在变量文件中指定的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quiet --arguments=[path]\

[filen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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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静默方式安装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当您静默安装时，安装完成时不会通知您。 要获得通知，请在命令中包含 --showconsole命令行选项。 安装完成后，桌面
上将出现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快捷方式。

在下面的命令示例中，方括号([ ])内的文本和方括号本身都必须替换为实际值。示例：您可以输入"d:\programfiles\"、
d:\record\或\\network-storage-02\surveillance代替"[path]"。使用--help命令行选项来了解每个命令行选项值的合法格
式。

1.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的以最终用户为目标的 Management Server 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server address]:[port]/installation/default-en-US.htm。

2. 通过选择安装程序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下的所有语言，下载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安装程序。

3. 打开您的首选命令行 shell。 要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请打开 Windows“开始”菜单，然后输入 cmd。

4. 使用下载的安装程序导航到该目录。

5. 根据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继续安装：

情况 1： 升级现有安装，或使用默认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l 输入以下命令，安装开始。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2022 R2 Installer.exe" --quiet

情况 2： 使用 xml变量文件作为输入，用自定义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1. 输入以下命令以生成带有命令行参数的变量 xml文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2022 R2 Installer.exe" --generateargsfile=[path]

2. 从指定路径打开变量文件 (Arguments.xml)，并在需要时修改命令行参数值。

3. 保存变量文件。

4. 返回到命令行 shell 并输入下面的命令，以使用在变量文件中指定的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2022 R2 Installer.exe" --quiet --arguments=[path]\

[filename]

以静默方式安装日志服务器

当您静默安装时，安装完成时不会通知您。 要获得通知，请在命令中包含 --showconsole命令行选项。

在下面的命令示例中，方括号([ ])内的文本和方括号本身都必须替换为实际值。示例：您可以输入"d:\programfiles\"、
d:\record\或\\network-storage-02\surveillance代替"[path]"。使用--help命令行选项来了解每个命令行选项值的合法格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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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到要安装 Log Server 组件的计算机。

2. 打开互联网浏览器，将 Management Server 的以管理员为目标的下载网页地址输入到地址栏，然后按 Enter。

地址通常是 http://[management 服务器地址]:[端口]/installation/Admin/default-en-US.htm。

3. 通过选择日志服务器安装程序下的所有语言，下载日志服务器安装程序。

4. 打开您的首选命令行 shell。 要打开 Windows 命令提示符，请打开 Windows“开始”菜单，然后输入 cmd。

5. 使用下载的安装程序导航到该目录。

6. 根据以下两种情况之一，继续安装：

情况 1： 升级现有安装，或使用默认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l 输入以下命令，安装开始。

"MOBOTIX HUB Log Server 2022 R2 Installer x64.exe" --quiet --showconsole

情况 2： 使用 xml变量文件作为输入，用自定义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1. 输入以下命令以生成带有命令行参数的变量 xml文件。

"MOBOTIX HUB Log Server 2022 R2 Installer x64.exe" --generateargsfile=[path]

2. 从指定路径打开变量文件 (Arguments.xml)，并在需要时修改命令行参数值。

3. 保存变量文件。

4. 返回到命令行 shell 并输入下面的命令，以使用在变量文件中指定的命令行参数值进行安装。

"MOBOTIX HUB Log Server 2022 R2 Installer x64.exe" --quiet --arguments=

[path]\[filename] --showconsole

工作组安装
如果您没有使用具有 Active Directory 服务器的域设置而是使用工作组设置，则在安装时执行以下操作。

分布式设置中的所有计算机都必须位于域或工作组中。

1. 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登录 Windows。

确保在系统中的所有计算机上使用相同的帐户。

2. 根据需要启动 management server 或 recording server 安装并单击自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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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根据您在步骤 2 中的选择内容，选择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来安装 Management Server 或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4. 完成安装。

5. 重复步骤 1-4 安装要连接的任何其他系统。必须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安装它们。

在群集中安装
在群集中安装之前，请参阅 第 99 页上的多台管理服务器（群集）（已解释） 和 第 100 页上的群集要求。

说明和插图可能与您在屏幕上看到的有所不同。

安装管理服务器：

1. 在群集中的第一台服务器上安装管理服务器及其所有子组件。

管理服务器必须与特定用户一起安装，而不是作为网络服务安装。这要求您使用自定义安装选
项。此外，特定用户必须能够访问共享的网络驱动器，并且最好有非过期密码。

将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配置为故障转移群集中的通用服务：

此示例适用于 Microsoft Windows Server 2012。该过程可能因其他 Windows 版本而异。

1. 在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最后一台服务器上，转到开始 > 管理工具，打开 Windows 的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在故障转移群
集管理窗口中展开群集，右键单击服务和应用程序，然后选择配置服务或应用程序。

2. 在高可用性对话框中单击下一步。

3. 选择通用服务，然后单击下一步。

4. 不要在对话框的第三页上指定任何内容，然后单击下一步。

5. 选择 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单击下一步。指定客户端在访问服务时使用的名称（群集的主机
名），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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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该服务不需要存储，单击下一步。不应复制任何注册表设置，单击下一步。验证是否已根据您的需要配置群集服务，
单击下一步。管理服务器现已配置为故障转移群集中的通用服务。单击完成。

7. 在群集设置中，应将事件服务器和 Data Collector 设置为管理服务器的从属服务，以便事件服务器在管理服务器被停
止运行后停止运行。

8. 要将 MOBOTIX HUB Event Server 服务作为资源添加到 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 Cluster 服务，请
右键单击群集服务，然后单击添加资源 > 4 - 通用服务 并选择 MOBOTIX HUB Event Server。

更新群集 URL：

在进行配置更改时，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上，暂停对服务的控制和监视，以便 Server
Configurator 可以进行更改并启动和/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如果将故障转移群集服务启
动类型更改为手动，则不应导致与 Server Configurator 的任何冲突。

在 Management Server 计算机上：

1. 在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每个计算机上启动 Server Configurator。

2. 转到注册页面。

3. 单击铅笔 ( ) 符号以使管理服务器地址可编辑。

4. 将管理服务器地址更改为群集的 URL，例如 http://MyCluster。

5. 单击注册。

在具有使用ManagementServer（例如RecordingServer、MobileServer、EventServer、APIGateway）的组件的计算机
上：

1. 在每个计算机上启动 Server Configurator。

2. 转到注册页面。

3. 将管理服务器地址更改为群集的 URL，例如 http://MyCluster。

4. 单击注册。

为集群环境中的 external IDP 使用证书

在单服务器环境中安装 MOBOTIX HUB 后，会用数据保护 API (DPAPI) 保护 external IDP 配置数据。如果您在集群中设置管
理服务器，必须用证书保护 external IDP 配置数据，以确保流畅的节点故障转移。

有关如何生成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证书指南。

必须将证书导入个人证书存储区，并使计算机信任证书。

若要设置数据保护，您必须添加证书的指纹到 Identity Provider 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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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证书导入个人证书存储区并确保

l 证书是有效的

l Identity Provider app pool (IDP) 帐户拥有证书私钥的权限。

有关如何验证帐户是否拥有证书私钥的权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证书指南。

2. 在 Identity Provider (“[Install path]\MOBOTIX\MOBOTIX HUBManagement Server\IIS\Identity Provider”)安装路
径中找到 appsettings.json文件。

3. 在该部分中设置证书指纹：

"DataProtectionSettings": {

"ProtectKeysWithCertificate": {

"Thumbprint": “”

}

},

4. 在所有管理服务器节点上重复步骤 3。

5. 强制执行节点故障转移，以确保证书设置正确。

6. 使用管理客户端再次登录，并应用外部提供商配置。如果已经应用了配置，您必须在管理客户端中重新输入 external
IDP 中的客户端密码。

当 external IDP 配置受证书保护时，故障排除出错

证书无效/证书已过期

如果已配置的指纹证书为不受信任或已过期的证书，则 Identity Provider 无法开始。Identity Provider 日志
(C:\ProgramData\MOBOTIX\Identity Provider\Logs\Idp.log) 将清楚表明证书是否无效。

解决方案：

确保证书是有效的，且在计算机上信任。

缺失证书私钥的权限

Identity Provider 无法在没有私钥权限的情况下保护数据。如果 Identity Provider 没有权限，则以下错误消息会写入
Identity Provider (C:\ProgramData\MOBOTIX\Identity Provider\Logs\Idp.log) 的日志文件：

错误- 处理关键元素‘<key id=”[installation specific]” version=”1” />’时发生例外。

Internal.Cryptography.CryptoThrowHelper+WindowsCryptographicException: 密钥集不存在

解决方案：

确保 Identity Provider app pool (IDP) 帐户拥有证书私钥的权限。

检查证书私钥的权限：

1. 选择 Windows 任务栏上的开始并打开管理计算机证书工具 (certlm.msc)。

2. 导航至个人证书存储区并找到用于加密的证书。

3. 右键单击证书，并选择所有任务 > 管理私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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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权限下，确保 Identity Provider app pool (IDP) 帐户拥有读取权限。

Download Manager /下载网页
管理服务器具有内置网页。此网页可让管理员和最终用户从任意位置本地或远程下载和安装所需的MOBOTIX HUB系统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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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网页能够默认以匹配系统安装语言的语言版本显示两组内容：

l 一个网页以管理员为目标，让他们可下载和安装关键系统组件。在大多数情况下，此网页在 management server 安
装结束时自动加载并显示默认内容。在管理服务器上，您可以访问该网页，步骤是先选择 Windows 的开始菜单，再选
择程序 > MOBOTIX > 管理安装页面。 或者也可输入 URL：

http://[management server address]:[port]/installation/admin/

[管理服务器地址] 是管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端口] 是已为 IIS 配置的、在管理服务器中使用的端口号。

l 一个网页以最终用户为目标，为他们提供采用默认配置的客户端应用程序的访问权限。在管理服务器上，可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访问该网页，然后选择程序 > MOBOTIX > 公共安装页面。 或者也可输入 URL：

http://[management server address]:[port]/installation/

[管理服务器地址] 是管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端口] 是已为 IIS 配置的、在管理服务器中使用的端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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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网页具有一些默认内容，因此可在安装结束后直接使用。但是，作为管理员，您可通过使用DownloadManager来自定义
网页上显示的内容。您也可在两个网页版本之间移动组件。要移动组件，请右键单击它，然后选择要将组件移动至其上的网页
版本。

尽管可在 Download Manager 中控制用户可下载和安装哪些组件，但无法将它用作用户权限管理工具。此类权限由
Management Client 中定义的角色决定。

在管理服务器上，您可以访问 MOBOTIX HUB Download Manager，步骤是先选择 Windows 的开始菜单，再选择程序 >
MOBOTIX > MOBOTIX HUB Download Manager。

Download Manager 的默认配置

Download Manager 具有默认配置。这可确保组织中的用户能够从一开始就访问标准组件。

默认配置提供了默认设置，可下载额外或可选的组件。通常从管理服务器计算机访问该网页，但也可从其他计算机访问该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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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第一层：是指您的 MOBOTIX HUB 产品

l 第二层：是指网页的两个目标版本。默认是指最终用户查看的网页版本。管理是指系统管理员查看的网页版本

l 第三层：是指网页的可用语言

l 第四层：是指用户可用（或通过操作使用户可用）的组件

l 第五层：是指用户可用（或通过操作使用户可用）的每个组件的具体版本

l 第六层：是指用户可用（或通过操作使用户可用）的组件的语言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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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仅提供标准组件（并且仅提供与系统本身相同的语言版本）这一点有助于减少安装时间和节省服务器的空间。如果无人使
用，就无需在服务器上提供组件或语言版本。

您可以根据需要启用更多组件或语言，也可以隐藏或移除不需要的组件或语言。

Download Manager 的标准安装程序（用户）

默认情况下，以下组件可用于从管理服务器的以用户为目标的下载网页（由 Download Manager 控制）进行单独安装：

l Recording server，包括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在您指定需要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的安装过程中，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最初作为 recording server 下载和安装。

l Management Client

l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l Event server，与地图功能结合使用

l Log server，用于提供必要的系统信息记录功能

l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l 贵组织中可以提供更多选项。

有关设备包的安装，请参阅 第 140 页上的设备软件包安装程序 -必须下载.

添加/发布 Download Manager 安装程序组件

必须完成两个步骤才能使非标准组件和新版本可用于 management server 的下载网页。

首先将新组件和/或非标准组件添加到 Download Manager。 然后，使用它微调应以网页的不同语言版本提供的组件。

如果 Download Manager 打开，需在安装新组件之前将其关闭。

Download Manager将新/非标准文件添加到 ：

1. 在下载了组件的计算机上，转到 Windows 的开始，输入命令提示符

2. 在命令提示符中，使用 :[space]--ss_registration来为文件 (.exe) 命名

示例：MOBOTIXHUBRecordingServerInstaller_x64.exe --ss_registration

该文件现在即添加到 Download Manager，但未安装在当前计算机上。

要概览安装程序命令，在命令提示符中输入 [space]--help，将出现以下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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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了新组件之后，在 Download Manager 中会默认选中它们，并可通过网页立即向用户提供这些组件。可以通过选择或清
除 Download Manager 树形结构中的复选框始终显示或隐藏网页上的功能。

可以更改网页上组件的显示顺序。在 Download Manager 的树形结构中拖动组件项目，将其拉至所需的位置。

隐藏/删除 Download Manager 安装程序组件

有三个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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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可以通过清除 Download Manager 树形结构中的复选框在网页上隐藏组件。组件仍然安装在管理服务器上，您可通过
选中 Download Manager 树形结构中的复选框来快速地重新启用组件

l 删除管理服务器上安装的组件。组件会从 Download Manager 上消失，但其安装文件会保留在 C:\Program Files
(x86)\MOBOTIX\MOBOTIX HUB Download Manager 中，如果需要，您以后可重新安装组件

1. 在 Download Manager 中，单击卸载功能。

2. 在删除功能窗口中，选择您要删除的功能。

3. 单击确定，然后单击是。

l 从管理服务器删除不需要的功能的安装文件。如果您了解到您的组织不会使用某些功能，上述操作将有助于节省服务
器的磁盘空间

设备软件包安装程序 - 必须下载

Download Manager 上没有包括原始安装中包括的设备软件包（包含设备驱动程序）。如果您需要重新安装设备软件包或提
供设备软件包安装程序，则必须先将最新的设备软件包安装程序添加或发布到Download Manager ：

1. 从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的下载页面获得最新的常规设备软件包。

2. 在同一页面中，您可以下载附带旧驱动程序的旧设备软件包。要检查您的摄像机是否使用旧版设备软件包中的驱动程
序，请访问该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3. Download Manager使用 --ss_registration命令进行调用，将其添加/发布到 。

如果没有网络连接，您可以从 Download Manager 重新安装完整的 recording server。recording server 的安装文件位于本
地计算机上，这样您便可以自动进行设备软件包的重新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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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日志文件和故障排除
在安装、升级或卸载期间，日志条目将写入各种安装日志文件： 主安装日志文件 installer.log 以及属于您要安装的不同系统组
件的日志文件。 所有日志条目都有一个时间戳，最近的日志条目位于日志文件的末尾。

您可以在 C:\ProgramData\MOBOTIX\Installer\ 文件夹中找到所有安装日志文件。名为 *I.log 或 *I[整数].log 的日志文件是
有关新安装或升级的日志文件，而名为 *U.log 或 *U[整数].log 的日志文件是有关卸载的日志文件。 如果您已通过 MOBOTIX
合作伙伴购买已经安装了 MOBOTIX HUB 系统的服务器，则可能没有任何安装日志文件。

日志文件包含命令行参数和命令行选项及其在安装、升级或卸载期间所使用的值的有关信息。 要在日志文件中查找使用的命令
行参数，请根据日志文件搜索命令行：或参数 '。

在故障排除时，首先要看的地方是主安装日志文件 installer.log。如果在安装期间出现过任何异常、错误或警告，则这些已被
记录下来。尝试搜索异常、错误或警告。“退出代码：0”表示安装成功，“退出代码：1”则相反。您在日志文件中的调查结果
可能会使您在MOBOTIX知识库上找到解决方案。如果不能，请与您的MOBOTIX合作伙伴联系并共享相关的安装日志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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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配置任务列表
以下检查表列出了配置系统的初始任务。其中一些任务，您可能已在安装过程中完成。

完整的检查表自身并不保证系统完全满足您组织的确切需求。为使系统满足组织的需求，MOBOTIX建议持续监控和调整系
统。

例如，在系统运行时，对不同物理条件下（包括白天/夜晚和有风/无风天气）单个摄像机的移动侦测灵敏度设置进行测试和调
整是不错的作法。

规则设置用于确定系统执行的大多数动作（包括何时记录视频），这是您可以根据组织需求进行更改的配置的另一个示例。

步
骤

说明

您已完成系统的初始安装。

请参阅 第 111 页上的安装新的 MOBOTIX HUB 系统。

视需要将试用 SLC 更改为永久性 SLC。

请参阅 第 92 页上的更改软件许可证号。

登录到 Management Client。

请参阅 第 27 页上的登录（已作说明）。

验证每个记录服务器的存储设置是否满足您的需求。

请参阅 第 46 页上的存储和存档（已解释）。

验证每个记录服务器的存档设置是否满足您的需求。

请参阅 第 318 页上的存储和记录设置属性。

侦测将添加到每个记录服务器的硬件（摄像机或视频编码器）。

请参阅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配置每个记录服务器的各个摄像机。

请参阅 第 332 页上的摄像机（“设备”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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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
骤

说明

为单个摄像机或一组摄像机启用存储和存档。从单个摄像机或从设备组完成该操作。

请参阅 第 148 页上的将设备或一组设备连接到存储。

启用并配置设备。

请参阅 第 331 页上的设备（“设备”节点）。

规则将在很大程度上确定系统的行为。您创建一些用于定义的规则，例如定义摄像机应在何时录制、全景-倾斜-变
焦 (PTZ) 摄像机应在何时巡视，以及应在何时发送通知。

创建规则。

请参阅 第 61 页上的规则和事件（已作说明）。

将角色添加到系统。

请参阅 第 54 页上的角色和角色权限（已作说明）。

将用户或用户组添加到每个角色。

请参阅 第 219 页上的将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

激活许可证。

请参阅 第 91 页上的联机激活许可证 或 第 92 页上的脱机激活许可证。

有关如何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配置系统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90 页上的站点导航窗格。

记录服务器

更改或验证记录服务器的基本配置

Management Client 如果未列出已安装的所有记录服务器，最可能的原因是您在安装过程中错误配置了设置参数（例如，管
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无需重新安装 recording server 以指定管理服务器的参数，但可以更改/验证其基本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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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运行 Recording Server 的计算机上，右键单击通知区域中的 Recording Server 图标。

2. 选择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3. 再次右键单击 Recording Server 图标，选择更改设置。

随即显示记录服务器设置窗口。

4. 验证或更改，例如，以下设置：

l 管理服务器：地址：指定记录服务器应连接的管理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l 管理服务器：端口：指定要在与管理服务器通信时使用的端口号。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改，但该端口号必须
始终匹配管理服务器上设置的端口号。请参阅 第 75 页上的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l 记录服务器：Web 服务器端口：指定与记录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通信时要使用的端口号。请参阅 第 75 页上
的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l 记录服务器：提醒服务器端口：启用并指定与记录服务器的提醒服务器（监听来自设备的事件消息）进行通信
时要使用的端口号。请参阅 第 75 页上的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l SMTP 服务器：端口：启用并指定与记录服务器的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服务进行通信时要使用的端口
号。请参阅 第 75 页上的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5. 单击确定。

6. 要再次启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请右键单击记录服务器图标，并选择启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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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RecordingServer服务意味着当您验证/更改记录服务器的基本配置时，不能录制和查看实时视
频。

注册记录服务器

安装记录服务器时，大多数情况下会自动注册。 但出现以下情况时需要手动注册：

l 您已更换记录服务器

l 记录服务器脱机安装，然后添加到了管理服务器

l 您的管理服务器不使用默认端口。 端口号取决于加密配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75 页上的本系统使用的端口。

l 自动注册失败，例如，在更改管理服务器地址、更改带有记录服务器的计算机的名称之后，或者在启用或禁用服务器
通信加密设置之后。有关更改管理服务器地址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管理服务器计算机的主机名。

在注册记录服务器时，将其配置为连接至管理服务器。 处理注册的管理服务器的组成部分是 Authorization Server 服务。

1. 从 Windows“开始”菜单或者从记录服务器托盘图标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中，选择注册服务器。

3. 验证管理服务器的地址以及您希望计算机上的服务器连接到的方案（http或 https)），然后单击注册。

显示确认，表明在管理服务器上的注册已成功。

另请参阅 第 258 页上的更换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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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客户端的加密状态

要验证您的记录服务器是否加密连接：

1. 打开 Management Client。

2.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记录服务器。这会打开记录服务器列表。

3.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记录服务器，然后转到信息选项卡。
如果已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在本地 Web服务器地址和可选 Web服务器地址
前面显示挂锁图标。

指定录制存储不可用时的行为

默认情况下，在记录存储不可用时记录服务器将继续运行。如果系统配置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您可以指定记录服务器停止
运行，以便使故障转移服务器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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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相关的记录服务器上，进入存储选项卡。

2. 选择在记录存储不可用时停止运行记录服务器选项。

添加新存储

添加新存储时，您将始终使用名为 Recording 的预定义录像数据库来创建录像存储。您无法重命名数据库。除了录像存储之
外，存储还可包含大量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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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要将额外存储添加到所选记录服务器，单击存储配置列表下方的按钮。将打开存储和记录设置对话框。

2. 指定相关设置（请参阅 第 318 页上的存储和记录设置属性）。

3. 单击确定。

如果需要，现在可以在新存储中创建存档。

在存储中创建存档

存储没有默认的存档，但是您可以自行创建存档。

1. 请在录制和存档配置列表中选择相关存储。

2. 单击录制和存档配置列表下的 按钮。

3. 在存档设置对话框中，指定所需设置（请参阅 第 320 页上的存档设置属性）。

4. 单击确定。

将设备或一组设备连接到存储

一旦为记录服务器配置了存储，即可为单个设备（例如摄像机、麦克风或扬声器）或一组设备启用该配置。您也可以选择要为
单个设备或设备组使用记录服务器的哪些存储区域。

1. 展开设备，根据需要选择摄像机、麦克风或扬声器。

2. 选择设备或设备组。

3. 选择记录选项卡。

4. 在存储区域，选取选择。

5.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应存储设备记录的数据库，然后单击确定。

6.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在记录服务器的“存储”选项卡上单击存储区域的设备使用数时，可在显示的消息报告中看到设备。

编辑所选存储或存档的设置
1. 要编辑存储，请在记录和存档配置列表中选择其记录数据库。要编辑存档，请选择存档数据库。

2. 单击记录和存档配置列表下的 编辑记录存储按钮。

3. 编辑记录数据库或编辑存档。

如果更改数据库的最大大小，系统会自动存档超出新限制的记录。它会将记录自动存档至下一个存档
或删除它们，具体取决于存档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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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数字签名以便导出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您可以为录制的视频启用数字签名，以便客户端用户确认视频自录制后未被篡改。导出视频后，用户需要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Player 中对视频进行身份验证。

签名也必须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导出选项卡 > 导出设置 > MOBOTIX HUB格式 > 包含数
字签名中激活。 否则，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Player 中的验证签名按钮不会显示。

1. 在站点导航面板中展开服务器节点。

2. 单击记录服务器。

3. 在“总览”窗格中，单击要为其启用签名的记录服务器。

4. 在属性窗格的底部单击存储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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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录制和存储配置部分，双击代表录制数据库的水平栏。此时会显示存储和录制设置窗口。

6. 选择签名复选框。

7. 单击确定。

为记录加密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您可以在记录服务器的存储和存档上启用加密，以保护记录。您可以选择轻加密和强加密。启用加密时，还必须指定相关密
码。

启用或更改加密设置或密码可能会耗费时间，具体取决于数据库的大小和驱动的性能。您可以按照当
前任务中的过程进行操作。
任务正在进行时，请勿停止记录服务器。

150 / 458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配置

1. 单击记录和存档配置列表下的编辑记录存储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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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指定加密级别。

3. 系统会自动将您导向到设置密码对话框。输入密码并单击确定。

备份存档的记录

许多组织希望使用磁带驱动器或类似设备备份记录。具体做法高度个人化，并取决于组织中使用的备份介质。但是，需要记住
以下方面：
备份存档，而不是摄像机数据库

始终基于存档的内容而不是基于各摄像机数据库来创建备份。如果根据各摄像机数据库的内容创建备份，可能导致共享冲突或
其他故障。

在计划备份时，请确保备份作业不会与指定的存档时间重叠。要在记录服务器的各存储区域中查看各记录服务器的存档计划，
请查看“存储”选项卡。
了解您的存储结构，以便有目标地进行备份

当存档记录时，它们存储在存档内的特定子目录结构中。

在您系统的所有常规使用中，当系统用户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浏览所有录像时，子目录结构将对系统用户完全透
明。这对于已存档和未存档记录同样适用。了解子目录的结构非常重要（请参阅 第 49 页上的存档结构（已解释））。如果要
备份已存档的记录（请参阅 第 250 页上的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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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存储中删除存档
1. 从记录和存档配置列表中选择存档。

只可能删除列表中的最后一个存档。存档不必为空。

2. 单击位于录制和存档配置列表下的 按钮。

3. 单击是。

如果存档不可用（例如，脱机），则需要先恢复连接，然后才能删除存档。

删除存储

您无法删除被设备用作实时录制录像存储的默认存储或存储。
这意味着，您可能需要在删除存储之前，将设备及其尚未存档的任何记录移至其他存储（请参阅 第 258 页上的移动硬件）。

1. 要查看在使用该存储的设备的列表，请单击设备使用数。

如果存储中包含已移动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的设备的数据，则会显示警告。单击此链接可查看
设备的列表。

2. 执行 第 153 页上的将未存档记录从一个存储移动到另一个存储 中的步骤。

3. 继续操作，直至所有设备移动完毕。

4. 选择要删除的存储。

5. 单击 存档配置列表下的 按钮。

6. 单击是。

将未存档记录从一个存储移动到另一个存储

可从设备的记录选项卡中将一个实时记录数据库中的记录移动到另一个实时记录数据库。

1. 选择设备类型。在总览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单击记录选项卡。在存储区域的上部，单击选择。

3. 在选择存储位置对话框中，选择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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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确定。

5. 在记录动作对话框中，选择是否要移除已存在（但未存档到新存储）的记录，或者选择是否要删除它们。

6. 单击确定。

分配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记录服务器的故障转移选项卡上，可选择三种不同类型的故障转移设置：

l 无故障转移设置

l 主要/次要故障转移设置（冷待机）

l 热后备设置

如果选择 b 和 c，则必须选择特定服务器/组。如果选择 b，还可选择次要故障转移组。如果记录服务器变得不可用，来自主要
故障转移组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将进行接管。如果还选择了次要故障转移组，当主要故障转移组中的所有故障转移记录服务
器正忙时，来自次要组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将进行接管。这样，您面临的风险只是在主要和次要故障转移组中的所有故障转
移记录服务器都正忙时不能提供故障转移解决方案，而这种情况相当少见。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记录服务器。这会打开记录服务器列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所需的记录服务器，然后转到故障转移选项卡。

3. 若要选择故障转移设置类型，请在两者之间进行选择：

l 无

l 主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次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

l 热后备服务器

不可选择相同的故障转移组作为主要和次要故障转移组，也不可选择已经属于故障转移组的常规故障转移服务器作为
热后备服务器。

4. 然后，单击高级故障转移设置。这会打开高级故障转移设置窗口，其中列出了连接到所选记录服务器的所有设备。如
果选择了无，即可使用高级故障转移设置。系统会保留所做的选择，用于以后的故障转移设置。

5. 要指定故障转移支持的级别，请在列表中为各设备选择全力支持、仅实时或禁用。单击确定。

6. 在故障转移服务通信端口 (TCP) 字段中，根据需要编辑端口号。

如果您启用了故障转移支持，并且记录服务器被配置为在没有录制存储的情况下继续运行，那么故障
转移记录服务器将不会接管。为了执行故障转移支持工作，您必须选择存储选项卡上的如果录制存储
不可用，则停止记录服务器选项。

为记录服务器启用多播

在常规网络通信中，会将一个发件人的各个数据包发送至一个接收方，这就是单播过程。不过，在使用多播时，可以将一个数
据包（从服务器）发送至某组内的多个接收方（客户端）。多播可帮助节省带宽。

l 当使用单播时，源必须为各接收方传输一个数据流

l 当使用多播时，各网段上只要求一个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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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述的多播不是视频从摄像机流向服务器，而是从服务器流向客户端。

使用多播，您使用的是已定义的接收方组，它们基于各种选项，如 IP 地址范围、为单个摄像机启用/禁用多播的能力、定义最
大可接受数据包大小 (MTU) 的能力、数据包必须在其间转发的路由器的最大数量 (TTL) 等。

即使记录服务器使用加密，也不会加密多播流。

多播不应与广播混淆，后者会将数据发送给连接到网络的任何人，即使数据可能并非与每个人都相关：

名称 说明

单播 将数据从单个来源发送至单个接收方。

多播 将数据从单个来源发送至明确定义的组内的多个接收方。

广播 将数据从单个来源发送至网络上的每个人。因此广播会大幅降低网络通信速度。

要使用多播，您的网络基础结构必须支持 IP 多播标准 IGMP（Internet 组管理协议）。

l 在多播选项卡上，选中多播复选框

如果多播的整个 IP 地址范围已经在一个或多个记录服务器上使用，则您必须首先释放一些多播 IP 地址，然后才能在其他记录
服务器上启用多播。

即使记录服务器使用加密，也不会加密多播流。

为单个摄像机启用多播

只有在为相关摄像机启用多播后，才能使用多播：

1.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并选择所需的摄像机。

2.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选中实时多播复选框。对所有相关摄像机重复该操作。

即使记录服务器使用加密，也不会加密多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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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公共地址和端口

如果您需要在公共或不可信网络中以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访问 VMS，MOBOTIX 建议您通过
VPN 使用安全连接。这能帮助确保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VMS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得到保护。

在网络选项卡上定义记录服务器的公共 IP 地址。

为什么使用公共地址？

客户端可能从本地网络以及从互联网连接，在这两种情况下，监控系统都必须提供适当的地址以使得客户端可从记录服务器访
问实时和记录的视频：

l 当客户端从本地连接时，监控系统应使用本地地址和端口号回复

l 当客户端从互联网连接时，监控系统应回复记录服务器的公共地址。这是防火墙或 NAT（网络地址转换）路由器的地
址，通常也有不同的端口号。地址和端口随后可转发到服务器的本地地址和端口。

1. 要启用公共访问，请选中启用公共访问复选框。

2. 定义记录服务器的公共地址。输入防火墙或NAT路由器的地址，以便从互联网访问监控系统的客户端能够连接到记录
服务器。

3. 指定公共端口号。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上使用的端口号最好不同于本地使用的端口号。

在使用公共访问时，请配置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以便将发送到公共地址和端口的请求转发到相关记
录服务器的本地地址和端口。

指定本地 IP 范围

您可以定义监控系统应识别为来自本地网络的本地 IP 范围的列表：

l 在网络选项卡上，单击配置

故障转移服务器

设置和启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如果禁用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则必须首先将其启用，然后才能使其从标准记录服务器接管。

执行以下操作来启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和编辑其基本属性：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故障转移服务器。 这会打开已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组的列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所需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3. 右键单击并选择已启用。该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现在即会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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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编辑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属性，请转到信息选项卡。

5. 完成后，转到网络选项卡。可在此处指定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公共 IP 地址等信息。在使用 NAT（网络地址转换）和
端口转发时会涉及这些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标准记录服务器的网络选项卡。

6.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记录服务器。选择您想要获得故障转移支持的记录服务器，并分配故障转移记录服
务器（请参阅 第 321 页上的“故障转移”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若要查看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状态，请将鼠标放在通知区域的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上。随即出现
工具提示，会显示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说明”字段中输入的文本。这可以帮助您确定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配置为从哪台记
录服务器进行接管。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会定期 ping 管理服务器，以验证其是否上线以及是否能够在需要时请求和接收标
准记录服务器的配置。如果阻止 ping，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无法从标准记录服务器接管。

为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分组
1. 选择服务器 > 故障转移服务器。这会打开已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组的列表。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顶级节点故障转移组，然后选择添加组。

3. 为新组指定名称（在本例中为故障转移组 1）和说明（可选）。单击确定。

4. 右键单击您刚才创建的组（故障转移组 1）。选择编辑组成员。这会打开选择组成员窗口。

5. 通过拖放操作或使用按钮将所选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左侧移到右侧。点击确定。所选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现在即属
于您刚才创建的组（故障转移组 1）。

6. 转到片断选项卡。单击向上和向下来设置组中常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内部顺序。

查看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上的加密状态

要验证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是否使用加密，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故障转移服务器。 这会打开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列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记录服务器，然后转到信息选项卡。
如果已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在本地 Web服务器地址和可选 Web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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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显示挂锁图标。

查看状态消息
1. 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右键单击 MOBOTIX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图标。

2. 选择显示状态消息。将出现故障转移服务器状态消息窗口，其中列出添加有时间戳的状态消息。

查看版本信息

如果需要联系产品支持部门，那么知道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确切版本将非常有用。

1. 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右键单击 MOBOTIX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图标。

2. 选择关于。

3. 出现一个小对话框，其中显示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确切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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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添加硬件

有多个选项可用于为系统中的每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如果硬件位于已启用 NAT的路由器或防火墙之后，您可能需要指定不同的端口号并配置路由器/防火
墙，使其映射硬件使用的端口和 IP 地址。

添加硬件向导可帮助您检测网络上的硬件（例如摄像机和视频编码器），并将它们添加至本系统上的记录服务器。该向导还可
帮助您为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添加远程记录服务器。一次仅为一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1. 要访问添加硬件，请右键单击所需记录服务器并选择添加硬件。

2. 选择其中一个向导选项（参见下文）并遵照屏幕说明操作。

3. 安装后，您可以在总览窗格中查看硬件及其设备。

首次添加硬件时，必须预配置某些硬件。添加此类硬件时，将出现另一个预配置硬件设备向导。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43 页上的硬件预配置（已解释）。

添加硬件（对话框）

硬件包括以下两种：

l 直接通过 IP 连接到监控系统记录服务器的物理单元，例如摄像机、视频编码器和 I/O 模块

l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位于远程站点上的记录服务器

要了解如何向系统添加硬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59 页上的添加硬件。

名称 说明

高速
（推
荐）

系统自动扫描记录服务器本地网络上的新硬件。

选中显示在其他记录服务器上运行的硬件复选框以查看检测到的硬件是否正在其他记录服务器上运行。

每次向网络添加新硬件并希望在系统中使用该新硬件时可选择此选项。

不能使用此选项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添加远程系统。

要同时添加 HTTP 和 HTTPS硬件，请依次分别选中 HTTPS（安全）单选按钮和 HTTP
（不安全）单选按钮来运行快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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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地址
范围
扫描

系统将基于以下规格扫描网络寻找相关硬件和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系统：

l 硬件用户名和密码。如果硬件使用出厂默认用户名和密码，则不需要

l 驱动程序

l IP 范围（仅 IPv4）

l 端口号（默认值为 80）

如果您只想扫描网络的一部分（例如，在扩展系统时），可选择此选项。

手动
单独指定有关每个硬件和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系统的详细信息。如果您只想添加为数不多的硬件且知
道其 IP 地址、相关用户名和密码，或者摄像机不支持自动发现功能，则这是较理想的选择。

远程
连接
硬件

系统会扫描通过远程连接服务器连接的硬件。

如果您已安装服务器用于（例如）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则可以使用此选项。

不能使用此选项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添加远程系统。

禁用/启用硬件

添加的硬件默认为已启用。

可通过此方法查看硬件是否已被启用/禁用：

已启用
已禁用

禁用添加的硬件（例如出于授予许可或性能目的）

1. 展开记录服务器，右键单击要禁用的硬件。

2. 选择已启用以将其清除或选中。

编辑硬件

右键单击添加的硬件，然后选择编辑硬件以修改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硬件的网络配置和用户身份验证设置。

编辑硬件（对话框）

对于某些硬件，您还可通过编辑硬件对话框将设置直接应用于硬件设备。

如果选中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设置单选按钮，则编辑硬件对话框将显示 Management Client 用于连接到硬件的设置。
为确保将硬件设备正确添加到系统，请输入用于连接到制造商的硬件配置界面的相同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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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显示硬件的名称及其检测到的 IP 地址（在括号中）。

硬件
URL

制造商的硬件配置界面的网址，通常包含硬件的 IP 地址。

用户
名

用于连接到硬件的用户名。

您在此处输入的用户名不会更改实际硬件设备上的用户名。 选择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和硬件设置单选按钮以修改支持的硬件设备上的设置。

密码

用于连接到硬件的密码。

您在此处输入的密码不会更改实际硬件设备上的密码。 选择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和硬件设置单选按钮以修改支持的硬件设备上的设置。

有关如何更改多个硬件设备上的密码的信息，请参阅 第 165 页上的 更改硬件设备上的
密码。

作为系统管理员，您需要授予其他用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密码的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硬
件”下的角色设置。

如果（为支持的硬件）选中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和硬件设置单选按钮，则编辑硬件对话框将显示有关设置，这些设置
也直接应用于硬件设备：

在选中此单选按钮的情况下应用设置将会覆盖硬件设备上的当前设置。 在应用设置时，硬件将暂时失
去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名称 说明

名称 显示硬件的名称及其检测到的 IP 地址（在括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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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网络配
置

硬件的网络设置。 要调整网络设置，请选择 第 162 页上的 配置。

配置

使用 IP 版本下拉列表（为支持的硬件设备）指定互联网协议。

l 对于 IPv4，值必须采用以下格式： (0-999).(0-999).(0-999).(0-999)

l 对于 IPv6，值必须采用八组十六进制数字的格式，每组用冒号分隔。 子网掩码必须是介于 0-128 之
间的数字。

检查按钮将测试系统中当前是否存在使用输入的 IP 地址的另一硬件设备。

检查无法检测到与已关闭、MOBOTIX HUB VMS系统外部或暂时没有响应的硬件设备
的冲突。

用户名

用于连接到硬件的用户名和级别。 从下拉列表中选择另一个用户并使用下面描述的密码字段添加新密码。

使用身份验证部分底部带下划线的操作添加或删除用户（请参阅 第 162 页上的 添加用户 或 第 163 页上的 删
除用户）。

选择不具有制造商指定的最高用户级别的用户可能会导致某些功能不可用。

密码

用于连接到硬件的密码。 使用显示 图标查看当前输入的文本。

更改密码时，请查阅制造商的文档以获取特定硬件设备的密码规则，或使用生成密码 图标自动生成符合
要求的密码。

有关如何更改多个硬件设备上的密码的信息，请参阅 第 165 页上的 更改硬件设备上
的密码。

作为系统管理员，您需要授予其他用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密码的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硬件”下的角色设置。

添加用
户

选择带下划线的添加链接以打开添加用户对话框，并将用户添加到硬件设备。

添加用户会自动将其设置为当前活动用户，并覆盖之前输入的凭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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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创建密码时，请查阅制造商的文档以获取特定硬件设备的密码规则，或使用生成密码 图标自动生成符合
要求的密码。

在硬件设备上检测到的最高用户级别将自动被预先选中。 不建议修改用户级别的默认值。

选择的用户级别如果不是制造商指定的最高用户级别，则可能会导致某些功能不可
用。

删除用
户

选择带下划线的删除链接以打开删除用户对话框，并从硬件设备中删除用户。

您无法删除当前活动用户。 要设置新用户，请使用上述添加用户对话框，然后使用此
界面删除旧用户。

启用/禁用各设备

摄像机默认为已启用。

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默认为已禁用。

这意味着，必须分别启用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然后才能在系统中使用它们。其原因在于，监控系统依赖于
摄像机，而麦克风等的使用则高度取决于每个组织的需要。

可查看是否已启用/禁用设备（示例显示了输出）：

已禁用

已启用

摄像机、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出使用相同的启用/禁用方法。

1. 展开记录服务器和设备。右键单击要启用的设备。

2. 选择已启用以将其清除或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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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到硬件的安全连接

可使用 SSL（安全套接字层）在硬件和记录服务器之间建立安全 HTTPS连接。

在继续后续步骤前，请咨询摄像机供应商，以获取硬件证书并将其上传至硬件：

1.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记录服务器，然后选择硬件。

2. 在设置选项卡上，启用 HTTPS。默认情况下，未启用。

3. 输入建立 HTTPS连接所用的记录服务器端口。端口号必须与设备主页上所设置的端口相对应。

4. 根据需要，进行更改并保存。

在视频编码器上启用 PTZ

要在视频编码器上启用 PTZ 的使用，请在 PTZ选项卡上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连接至视频解码器的设备列表中，为相关摄像机选择启用 PTZ复选框：

2. 在 PTZ设备 ID栏中，检查每个摄像机的 ID。

3. 在 COM 端口栏中，选择用于控制 PTZ功能的视频解码器 COM（串行通信）端口：

4. 在 PTZ协议栏中，选择想要使用的定位方案：

l 绝对：当操作员使用摄像机的 PTZ控件时，摄像机会相对于固定位置（通常是指摄像机的初始位置）进行调整

l 相对：当操作员使用摄像机的 PTZ控件时，摄像机会相对于其当前位置进行调整

PTZ 协议 栏中的内容根据硬件不同会有很大差异。部分会有 5 到 8 个不同的协议。另请参阅摄像机文档。

5.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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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在即可为每个 PTZ摄像机配置预设位置和巡视：

l 添加预设位置（类型 1）

l 添加巡视配置文件

更改硬件设备上的密码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您可以在一次操作中更改多个硬件设备上的密码。

最初，支持的设备是 Canon、Axis、Bosch、Hanwa、Panasonic、Sony、Hikvision和 ONVIF 兼容硬件设备的型号，但是
用户界面会直接向您显示某种型号是否受支持。您也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了解某个型号是否受支持：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

对于不支持设备密码管理的设备，您必须从其网页更改硬件设备的密码，然后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手动输入新密码。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60 页上的编辑硬件。

您可以选择让系统为每个硬件设备生成单独的密码，或者为所有硬件设备使用单个用户定义的密码。 在密码中，仅支持 ASCII
可打印字符。

系统根据硬件设备制造商的要求生成密码。

应用新密码时，硬件设备会暂时失去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应用了新密码后，屏幕上将显示每个硬件设备的结果。 对于不成功的更改，如果硬件设备支持此类信息，则会显示失败的原
因。在向导中，您可以创建成功和失败的密码更改报告，但这些结果同时也会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下。

对于具有 ONVIF 驱动程序和多个用户帐户的硬件设备，只有具有硬件设备管理权限的 MOBOTIX HUB
管理员能够从 VMS更改密码。

要求：

l 硬件设备型号通过 MOBOTIX 支持设备密码管理。

步骤：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节点。

2. 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相关的记录服务器或硬件。

3. 选择更改硬件密码。将显示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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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更改。

密码上次更改字段根据更改密码的计算机的本地时间设置显示最新密码更改的时间戳。

5. 最后一页显示结果。 如果系统无法更新密码，请单击硬件设备旁边的失败查看原因。

6. 您还可以单击打印报告按钮查看成功和不成功更新的完整列表。

7. 如果要更改失败的硬件设备上的密码，请单击重试，这时向导将从失败的硬件设备重新开始。

如果单击重试，那么从第一次完成向导后，您将无法再访问该报告。

由于安全限制，如果您连续多次更改密码失败，那么有些硬件设备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可用。
不同制造商的安全限制各不相同。

更新硬件设备上的固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Management Client 使您可以更新已添加到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硬件的固件。如果多个硬件设备与同一固件文件兼容，则可
以同时更新多个硬件设备的固件。

如果某个型号支持固件更新，则会直接向您显示用户界面。您也可以访问 MOBOTIX 网站，了解某个型号是否受支
持：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

对于不支持固件更新的设备，必须从其网页更新硬件设备的固件。

更新固件时，硬件设备会暂时断开与记录服务器的连接。

更新固件后，屏幕上将显示每个硬件设备的结果。对于不成功的更改，如果硬件设备支持此类信息，则会显示失败的原因。结
果也记录在服务器日志下。

对于具有 ONVIF 驱动程序和多个用户帐户的硬件设备，只有具备硬件设备管理权限的 MOBOTIX HUB
管理员才能从视频管理软件更新固件。

要求：

l 硬件设备型号支持通过 MOBOTIX 进行固件更新。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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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节点。

2. 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相关的记录服务器或硬件。

3. 选择更新硬件固件。将显示向导。

4. 按照屏幕上的说明完成更改。

您只能更新与同一固件文件兼容的多个硬件设备。通过 ONVIF 驱动程序添加的硬件位于其他
下，而不是其制造商名称下。

6. 最后一页显示结果。 如果系统无法更新固件，请单击硬件设备旁边的失败查看原因。

MOBOTIX 在选择了不兼容的固件文件或硬件设备时，对硬件设备故障不承担任何责任。

设备 - 组

添加设备组
1.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要在其下创建设备组的设备类型。

2. 选择添加设备组。

3. 在添加设备组对话框中，指定新设备组的名称和说明：

当鼠标指针悬停在设备组列表中的设备组上时会显示说明。

4. 单击确定。列表中会显示代表新设备组的文件夹。

5. 继续指定设备组中要包含的设备（请参阅 第 167 页上的指定设备组中要包含的设备）。

指定设备组中要包含的设备
1.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相关的设备组文件夹。

2. 选择编辑设备组成员。

3. 在选择组成员窗口中，选择一个选项卡以找到设备。

设备可能为一个以上设备组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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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包含的设备，然后单击添加或双击设备：

5. 单击确定。

6. 如果一个组中超出了 400 台设备这一限制，可在其他设备组下添加设备组作为子组：

为设备组中的所有设备指定共同属性

使用设备组时，可为给定设备组内的所有设备指定共同属性：

1. 在总览中窗格，单击设备组。

在属性窗格中，适用于设备组所有设备的所有属性都会在选项卡上分组列出。

2. 指定相关的共同属性。

在设置选项卡上，可在所有设备的设置与各台设备的设置之间切换。

3.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设置将保存在各台设备上，而不是保存在设备组中。

通过设备组启用/禁用设备

只能通过配置的硬件来启用/禁用设备。除非在添加硬件向导中手动启用/禁用摄像机设备，否则默认会启用摄像机设备，并且
默认会禁用所有其他设备。

要通过设备组找到需要启用或禁用的设备：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相关设备组并找到设备。

3. 右键单击设备，并选择转到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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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加号节点查看硬件上的所有设备。

5. 右键单击要启用/禁用的设备，然后选择已启用。

设备 - 摄像机设置

查看或编辑摄像机设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打开设置窗口。

您可以查看和编辑选定摄像机或设备组内所有摄像机的设置，例如：

l 默认帧速率

l 分辨率

l 压缩

l 关键帧之间的最大帧数

l 所选定摄像机或设备组中所有摄像机的屏幕日期/时间/文本显示

摄像机的驱动程序决定设置选项卡的内容。摄像机类型不同，驱动程序也有所差异。

某些摄像机支持 MJPEG和 MPEG-4/H.264/H.265 等多种流类型，允许使用多流，请参阅 第 170 页上的管理多流。

预览

如果启用了预览窗格，可在更改设置后快速检查更改的效果。

l 要启用预览，请单击视图菜单，然后单击预览窗口。

但是，由于预览窗格的缩略图图像使用选项对话框中定义的其他帧速率，所以不能使用预览窗格来评判更改帧速率的效果。

性能

如果更改关键帧之间的最大帧数和关键帧之间的最大帧数模式的设置，可能会降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部分功能的
性能。例如，MOBOTIX HUB Desk Client 需要调用关键帧来启动视频显示，导致关键帧之间的时间间隔更长，而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启动时间也随之增加。

启用和禁用鱼眼镜头支持

默认情况下已禁用鱼眼镜头支持。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鱼眼镜头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启用鱼眼镜头支持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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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鱼眼镜头设置

1. 在鱼眼镜头选项卡上，选择镜头类型。

2. 从摄像机位置/方向列表中指定摄像机的物理位置/方向。

3. 从 ImmerVision 启用® panomorph RPL 编号列表中选择已注册的 Panomorph镜头 (RPL) 编号。

这可以确保摄像机所用镜头的标识和正确配置。通常可以在镜头本身上或者镜头的包装盒上找到 RPL 编号。有关
ImmerVision、全景镜头和 RPL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ImmerVision网站
(https://www.immervisionenables.com/)。

如果选择通用扭曲恢复镜头配置文件，请记住配置所需的视野。

设备 - 流

添加数据流
1. 在数据流选项卡上，单击添加。这会向列表中添加第二个数据流。

2. 在名称列中，编辑数据流的名称。名称显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

3. 在实时模式列中，选择何时需要实时流：

l 始终：运行数据流，即使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未请求获取数据流

l 从不：数据流关闭。仅在录制数据流的时候使用，例如想进行高质量录制并需要带宽时

l 需要时：当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请求获取数据流时启动数据流

4. 在默认列中，选择要作为默认流的数据流。

5. 在记录列中，如果您希望记录该数据流，请选中复选框，如果只想将数据流用于实时视频，则直接留空。

6. 单击保存。

如果将数据流设置为默认或记录，数据流将始终独立于实时模式设置运行。选择需要时执行和选择始
终将在系统中产生相同的效果，如果选择从不，数据流将运行，但无法实时查看。

如果您不需要数据流在无人查看实时视频时运行，则可以修改默认启动馈送规则以在请求时使用预定
义的实时客户端馈送请求事件启动。

管理多流

查看实时视频和播放录制的视频时，并非一定需要相同的视频质量和帧速率。您可以设置一个数据流用于实时查看，另一个数
据流用于播放目的，或者设置采用不同分辨率、编码和帧速率的多个实时数据流。

更改用于记录的流

对于实时视频，可以设置并使用摄像机支持的所有实时数据流，但是一次只能选择一个数据流用于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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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流选项卡上，选中要记录的流的记录复选框。

限制数据传输

您可以设置一组条件，以确保仅在客户端观看时才运行视频流。

为了管理流并限制不必要的数据传输，满足以下条件时流不会开始：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流选项卡上的实时模式列表中，选择需要时。

4. 在记录选项卡上，清除记录复选框。

5. 在移动选项卡上，清除移动侦测复选框。

如果满足这些条件，则只有在客户端观看时才会运行视频流。

示例

示例 1，实时和录制的视频：

l 要查看实时视频，您的组织可能倾向于选择帧速率高的 H.264

l 要播放录制的视频，您的组织可能倾向于选择帧速率较低的 MJPEG以保留磁盘空间

示例 2，本地和远程实时视频：

l 要查看来自本地连接操作点的实时视频，您的组织可能倾向于选择帧速率高的 H.264 以获得最高品质的视频

l 要查看来自远程连接操作点的实时视频，您的组织可能倾向于选择帧速率和画质较低的 MJPEG，以保留网络带宽

示例 3，自适应流媒体传输：

l 要查看实时视频并降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计算机 CPU 和 GPU 的负载，您的组织可能倾向于选择多个帧
速率高但具有不同分辨率的 H.264/H.265，以匹配使用自适应流媒体传输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所要求的分
辨率。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63 页上的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客户端”节点）。

如果您启用在摄像机客户端选项卡上实时多播（请参阅“客户端”选项卡（设备）），该功能仅在默认
视频流上工作。

即使摄像机支持多数据流，单独的多数据流功能也可能因摄像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摄像机文档。

要查看摄像机是否提供不同类型的流，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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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记录

启用/禁用记录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记录。要启用/禁用记录：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记录复选框。

必须首先为设备启用记录，才能从摄像机记录数据。如果您禁用设备的记录，用于指定记录设备情况
的规则将不会起作用。

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

对于摄像机设备，可以启用连接至相同记录服务器的相关设备（如麦克风）的记录。这意味着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设备会
进行记录。

默认情况下，会为新摄像机设备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但您可以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它。对于系统中的现有摄像机设备，默
认情况下会清除该复选框。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相关设备上的记录复选框。

4.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与该摄像机关联的硬件。

如果要启用连接至其他记录服务器的相关设备上的记录，必须创建规则。

管理手动记录

在此之后停止手动记录默认启用，记录时间为五分钟时。这是为了确保系统能够自动停止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发
起的所有记录。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在以下项之后停止手动记录复选框。

启用之后，指定记录时间。指定的分钟数必须足够大，能够满足不同手动记录的需求，而不会造成系统过载。

添加至角色：

必须在设备选项卡的角色中，向客户端用户授予启动和停止各摄像机手动记录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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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则中使用：

创建与手动记录相关的规则时，可以使用如下事件：

l 手动记录已开始

l 手动记录已停止

指定记录帧速率

可以为 JPEG指定记录帧速率。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的“记录帧率”中：(JPEG) 框，选择或输入记录帧速率（以 FPS（每秒帧数）为单位）。

启用关键帧记录

可以为MPEG-4/H.264/H.265视频流启用关键帧记录。这意味着系统会根据规则设置，在只记录关键帧和记录所有帧之间切
换。

例如，您可以指定系统在查看不到任何移动时记录关键帧，并切换为仅在侦测到移动时记录所有帧，从而节约存储空间。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仅记录关键帧复选框。

4. 设置触发功能的规则，请参阅操作和停止操作。

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

对于摄像机设备，可以启用连接至相同记录服务器的相关设备（如麦克风）的记录。这意味着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设备会
进行记录。

默认情况下，会为新摄像机设备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但您可以根据需要启用或禁用它。对于系统中的现有摄像机设备，默
认情况下会清除该复选框。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相关设备上的记录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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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与该摄像机关联的硬件。

如果要启用连接至其他记录服务器的相关设备上的记录，必须创建规则。

保存和检索远程记录

为确保在发生网络问题时保存所有远程记录，可以启用在重新建立连接后自动检索记录。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远程记录下，选择连接恢复时自动检索远程记录。如此一来，可在连接重新建立之后立即自动检索记录

只有在所选摄像机支持边缘存储或者是MOBOTIXInterconnect设置下的摄像机时，远程记录选项才可
用。

所选硬件的类型决定了从何处检索记录：

l 对于使用本地录制存储的摄像机，从摄像机的本地录制存储中检索录像

l 对于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系统，从远程系统的记录服务器中检索录像

除了自动检索外，还可以单独使用以下功能：

l 手动记录

l 从 <设备> 检索并存储远程记录规则

l 从 <设备> 检索并存储 <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之间的远程记录规则

删除记录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然后选择记录选项卡。

3. 单击删除所有记录按钮以删除设备或设备组的所有记录。

仅当您将组中的所有设备添加到同一服务器时，才可以使用此方法。受保护的数据不会删除。

设备存储

管理预缓冲

摄像机、麦克风和扬声器支持预缓冲。对于扬声器，只有当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使用通过扬声器通话功能时才会
发送数据流。也就是说，视触发记录扬声器数据流的方式而定，可能只有少量甚至没有预缓冲可用。

在大多数情况下，当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使用通过扬声器通话功能时，您可以设置扬声器记录。在这种情况下，
扬声器预缓冲将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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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使用预缓冲功能，设备必须启用并发送数据流至系统。

启用和禁用预缓冲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预缓冲，预缓冲大小为三秒，并存储到内存中。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记录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预缓冲复选框。

4.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指定与该摄像机关联的硬件。

指定存储位置和预缓冲期间

临时预缓冲记录存储在内存中或磁盘上：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然后选择记录选项卡。

3. 在位置列表上，选择内存或磁盘，并指定秒数。

4. 如果需要超过 15 秒的预缓冲期间，则选择磁盘。

指定的秒数必须足够大，能够满足您所定义的不同记录规则的需求。

如果将位置更改为内存，则系统会自动将期间减少到 15 秒。

在规则中使用预缓冲

当您创建触发记录的规则时，您可以选择在实际事件之前一段时间必须启动记录（预缓冲）。

示例：下方规则指定摄像机的记录必须在侦测到摄像机上的移动前 5 秒内启动。

要在规则中使用预缓冲记录功能，您必须在用于记录的设备上启用预缓冲，同时必须将预缓冲长度设
置为至少与规则指定的长度相同。

监视设备的数据库状态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然后选择记录选项卡。

在存储下，您可以监控和管理已添加到同一记录服务器的设备或设备组的数据库。

175 / 458



配置

在表格上方，您可以查看所选数据库及其状态。在此示例中，选定数据库为默认的 Local Default，其状态为记录还位于其他
记录服务器上。其他服务器指的是建筑物 A中的记录服务器。

选定数据库的可能状态

名称 说明

记录还位于其他记录服务器上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且正在运行，并具有还位于其他记录服务器上的存储中的记录。

存档也位于旧存储中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正在运行，同时还在其他存储中具有存档。

活动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正在运行。

所选设备的某些数据正在移动
到另一位置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正在运行，且系统正在将组中一个或多个所选设备的数据从一
个位置移动到另一个位置。

设备的数据正在移至另一位置
数据库处于活动状态并且正在运行，且系统正在将所选设备的数据从一个位置移动到另
一个位置。

信息在故障转移模式中不可用 当数据库处于故障转移模式时，系统无法收集数据库的状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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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窗口中继续往下，您可以看到每个数据库的状态（正常、脱机或旧存储）、每个数据库的位置以及每个数据库使用的空间
量。

如果所有服务器都已联机，则您可以在已用总空间字段中查看用于整个存储的总已用空间。

有关存储配置的信息，请参阅“存储”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将设备从一个存储移到另一个存储

当您选择一个新的位置来存储记录时，将不会移动现有的记录。现有记录将保留在当前位置，其条件
由它们所属的存储配置来定义。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然后选择记录选项卡。

3. 单击存储下的选择...以选择设备要在其中记录的记录存储。

记录将根据您选择的存储的配置进行存档。

设备移动侦测

移动侦测（已作说明）

移动侦测配置是系统的关键元素：移动侦测配置决定了系统生成移动事件的时间，并且通常还决定了记录视频的时间。

花些时间为每台摄像机寻找最佳可能移动侦测配置，有助于在后来避免一些操作，例如避免不必要的记录。鉴于摄像机物理位
置的不同，在不同的物理条件（白天/夜晚、刮风/无风天气等）下测试移动侦测设置是个不错的方法。

您可以指定与摄像机视图中需要多少变化量才能被视为移动相关的设置。例如，您可以指定移动侦测分析之间的间隔，以及应
该忽略移动的视图区域。您还可以调节移动侦测的准确性，从而调节系统资源的负载。

图像质量

在配置摄像机的移动侦测之前，MOBOTIX强烈建议配置摄像机的图像质量设置，如分辨率、视频编码解码器和流设置等。您
可以在设备的属性窗口中的设置选项卡上执行此操作。如果您以后更改图像质量设置，应始终在更改后测试任何移动侦测配
置。

隐私屏蔽

如果您定义了带有永久性隐私屏蔽的区域，则这些区域内不会进行移动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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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和禁用移动侦测

指定摄像机运动侦测的默认设置

1. 在工具菜单下，单击选项。

2. 在常规选项卡上的自动启用添加新摄像机设备时下，选中移动侦测复选框。

启用或禁用特写摄像机的移动侦测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移动选项卡上，选中或清除移动侦测复选框。

禁用摄像机的移动侦测时，摄像机的移动侦测相关规则也将不起作用。

启用或禁用硬件加速

添加摄像机时，用于移动侦测的自动硬件加速视频解码是默认设置。记录服务器使用 GPU 资源（如果可用）。这将降低视频
移动分析期间的 CPU 负载，同时提高记录服务器的常规性能。

启用或禁用硬件加速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移动选项卡上的硬件加速下，选择自动以启用硬件加速，或者选择关以禁用此设置。

使用 GPU 资源

移动侦测的硬件加速视频解码使用以下设备上的 GPU 资源：

l 支持 Intel Quick Sync 的 Intel CPU

l NVIDIA® 显示连接到记录服务器的适配器

负载平衡和性能

自动完成不同资源之间的负载平衡。在系统监视器节点中，您可以验证 NVIDIA GPU 资源上的当前运动分析负载是否在系统监
视器阈值节点的指定限制范围内。NVIDIA GPU 负载指示器是：

l NVIDIA解码

l NVIDIA内存

l NVIDIA渲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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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负载过高，您可以通过安装多个 NVIDIA显示器适配器将 GPU 资源添加到您的记录服务器。
MOBOTIX 不建议使用您 NVIDIA显示器适配器的可伸缩链接接口 (SLI) 配置。

NVIDIA产品的计算能力各不相同。

使用 NVIDIA GPU 的移动侦测的硬件加速视频解码需要计算能力版本 6.x (Pascal) 或更新版本。

l 要了解 NVIDIA产品的计算能力，请访问 NVIDIA网站 (https://developer.nvidia.com/cuda-gpus/)。

l 要了解视频移动侦测是否已针对特定摄像机进行硬件加速，请对记录服务器日志文件启用日志录制。将级别设置为调
试，诊断信息将录制到 DeviceHandling.log。日志遵循以下模式：
[time] [274] DEBUG – [guid] [name] 已配置的解码：自动：实际解码：Intel/NVIDIA

记录服务器的 OS版本和 CPU 生成可能会影响硬件加速视频移动侦测的性能。GPU 内存分配往往是较早版本的瓶颈（通常限
制在 0.5 GB 到 1.7 GB 之间）。

基于 Windows 10 / 服务器 2016 和第 6 代 CPU (Skylake) 或更新版本的系统可以将 50% 的系统内存分配给 GPU，从而消除
或降低这一瓶颈。

第 6 代 Intel CPU 不能提供 H.265 的硬件加速解码功能，因此对于这些 CPU 版本，其性能与 H.264 大致相当。

启用手动灵敏度以定义移动

灵敏度设置决定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必须变化多少才能被视为移动。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选中移动选项卡上的手动灵敏度复选框。

4. 向左拖动滑块可提高灵敏度级别，向右拖动可降低灵敏度级别。

灵敏度级别越高，在将每个像素视为移动之前，允许的变化越小。

灵敏度级别越低，在将每个像素视为移动之前，允许的变化越大。

其中侦测到移动的像素在预览图像中以绿色突出显示。

5. 选择其中仅突出显示您视为移动的侦测对象的滑块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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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通过滑块右侧的数字来比较并设置摄像机之间的确切灵敏度设置。

指定阈值以定义移动

移动侦测阈值决定了图像中的每个像素必须变化多少才能被视为移动。

1. 向左拖动滑块可提高移动级别，向右拖动可降低移动级别。

2. 选择其中仅侦测您视为移动的侦测对象的滑块位置。

移动指示栏中的黑色垂直线用于显示移动侦测阈值：当侦测到的移动在选定侦测阈值级别之上时，此栏的颜色将从绿色变为红
色，表示正向侦测。

如果超出阈值，移动指示栏将使颜色从绿色更改为红色，表示侦测到正向移动。

指定移动侦测的排除区域

可以为一组摄像机配置所有设置，但通常单独设置每台摄像机的排除区域。

具有永久隐私屏蔽的区域也是排除在移动侦测之外的区域。选择显示隐私屏蔽复选框，以显示它们。

例如，如果摄像机记录的区域背景中有树在风中摇摆或常有车辆路过，则禁用特定区域中的移动侦测功能有助于避免侦测无关
移动。

如果将排除区域结合 PTZ摄像机使用，并且对摄像机进行全景/倾斜/变焦操作，排除区域将被摄像机图像（而非对象）所遮
挡，因而不会相应移动。

1. 要使用排除区域，请选中使用排除区域复选框。

栅格将预览图像分隔为可选区域。

2. 要定义排除区域，请在按住鼠标左键的同时将鼠标指针拖到预览图像中的所需区域上。使用鼠标右键清除栅格区域。

可以根据需要定义足够多的排除区域。排除区域显示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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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排除区域将只出现在移动选项卡上的预览图像中，而非 Management Client 或访问客户端中的其他任何预览图像中。

设备 - 预设摄像机位置

添加预设位置（类型 1）

要为摄像机添加预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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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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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预设选项卡上，单击新。将出现添加预设窗口：

4. 添加预设窗口显示摄像机的实时预览图像。使用导航按钮和/或滑块，将摄像机移动至所需位置。

5. 在名称字段中，指定预设位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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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说明字段中输入预设位置的说明（可选）。

7. 如果需要锁定预设位置，请选择已锁定。只有具有足够权限的用户能解在之后解锁位置。

8. 单击添加以指定预设。重复添加，直到生成所需的预设。

9. 单击确定。将关闭添加预设窗口，并将位置添加到预设选项卡的摄像机可用预设位置列表中。

使用摄像机的预设位置（类型 2）

除了可以在系统中指定预设位置外，对于某些 PTZ摄像机，也可以在摄像机自身上指定预设位置。通常是通过访问产品特定
的配置网页进行。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上，选择使用设备中的预设以将预设导入系统。

之前为摄像机定义的所有预设都将被删除，并且所有定义规则和巡视计划表都将受到影响，同时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用的预设也会被删除。

4. 单击删除可删除用户不需要的预设。

5. 如果要更改预设的显示名称（参阅重命名预设位置（仅限类型 2）），请单击编辑。

6. 如果以后想要编辑这类设备定义的预设，应在摄像机上编辑，然后重新导入。

将摄像机的预设位置指定为默认位置

如果需要，可以指定 PTZ摄像机的其中一个预设位置作为摄像机的默认预设位置。

设置默认预设位置非常有用，因为这可允许您定义规则，以指定 PTZ摄像机应在特定情况下（例如手动操作 PTZ摄像机后）
转到默认预设位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上的预设位置下，从已定义的预设位置列表中选择预设。

4. 选中列表下方的默认预设复选框。

只能将一个预设位置定义为默认预设位置。

编辑摄像机的预设位置（仅类型 1）

要编辑系统中定义的现有预设位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上的“预设位置”下，从摄像机的可用预设位置列表中选择预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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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编辑。此操作将打开编辑预设窗口：

5. 编辑预设窗口显示预设位置的实时视图。使用导航按钮和/或滑块，按需要更改预设位置。

6. 根据需要更改预设位置的名称/编号和说明。

7. 如果需要锁定预设位置，请选择已锁定。只有具有足够权限的用户能解在之后解锁位置。

8. 单击确定。

重命名摄像机的预设位置（仅类型 2）

要编辑在摄像机中定义的预设位置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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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的摄像机可用预设列表中选择预设位置。

4. 单击编辑。此操作将打开编辑预设窗口：

5. 根据需要更改预设位置的名称，以及添加预设位置的说明。

6. 如果需要锁定预设名称，请选择已锁定。如果要阻止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用户或拥有受限安全权限的用

户更新预设名称或删除预设，可锁定预设名称。锁定的预设由该图标 表示。只有具有足够权限的用户能解在之后
解锁预设名称。

7. 单击确定。

测试预设位置（仅类型 1）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的摄像机可用预设位置列表中选择预设位置。

4. 单击激活。

5. 摄像机移动至所选预设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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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 - 巡视

巡视配置文件和手动巡视（已作说明）

巡视配置文件定义了如何进行巡视。包括摄像机在预设位置间的移动顺序，以及在每个位置应该停留多久等内容。可以创建数
量不受限制的巡视配置文件，并且可在规则中使用这些配置文件。例如，可以创建规则，使其指定白天营业时间使用一个巡视
配置文件，而在夜晚使用另一个配置文件。

手动巡视

例如，在应用规则中的巡视配置文件之前，您可以使用手动巡视来测试该巡视配置文件。也可以使用手动巡视来从其他用户或
从规则激活的巡视接管巡视，前提是您拥有更高的 PTZ优先级。

如果摄像机已经在执行巡视或由其他用户控制，则只有在您具有更高优先级的情况下才能启动手动巡视。

如果您在摄像机运行由规则激活的系统巡视时启动手动巡视，则当您停止手动巡视时系统将恢复该巡视。如果另一个用户运行
手动巡视，但您具有更高的优先级且启动您的手动巡视，则其他用户的手动巡视将无法恢复。

如果您不自行停止手动巡视，该巡视会继续，直到基于规则的巡视或具有更高优先级的用户接管。当基于规则的系统巡视停止
时，系统将恢复您的手动巡视。如果另一个用户启动手动巡视，则您的手动巡视将停止，并且将不再恢复。

当您停止手动巡视并且已为巡视配置文件定义结束位置时，摄像机将返回到此位置。

添加巡视配置文件

必须先在预设选项卡中为摄像机指定至少两个预设位置才能使用巡视功能，请参阅添加预设位置（类
型 1）。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巡视选项卡上，单击添加。将出现添加配置文件对话框。

4. 在添加配置文件对话框中，指定巡视配置文件的名称。

5. 单击确定。如果名称不唯一，该按钮将被禁用。

新巡视配置文件添加至配置文件列表中。现在即可指定巡视配置文件的预设位置和其他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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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巡视配置文件中的预设位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巡视选项卡上，在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巡视配置文件：

4. 单击 添加。

5. 在选择 PTZ 预设对话框中，选择巡视配置文件的预设位置：

6. 单击确定。选定预设位置将添加到巡视配置文件的预设位置列表中：

7. 摄像机根据巡视配置文件进行巡视时，将使用列表顶部的预设位置作为第一个停止点。从顶端向下的第二个预设位置
是第二个停止点，以此类推。

指定各预设位置的时间

巡视时，PTZ摄像机在巡视配置文件指定的各预设位置默认停留 5 秒钟。

要更改秒数：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巡视选项卡上，在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巡视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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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想要更改时间的预设位置：

5. 在位置上的时间（秒）字段中指定时间。

6. 如果需要，可针对其他预设位置重复此步骤。

自定义转换 (PTZ)

默认情况下，摄像机从一个预设位置移动到另一个预设位置（称为转换）所需的时间预估为三秒。在此期间，默认将禁用摄像
机上的移动侦测，因为当摄像机在预设位置之间移动时，可能会侦测到无关移动。

仅当摄像机支持 PTZ扫描并且是在系统服务器上配置和存储的预设位置的类型（类型 1 PTZ摄像机）时，才能自定义转换速
度。否则，速度滑块将变灰。

可以自定义以下内容：

l 预估转换时间

l 摄像机在转换期间的移动速度

要自定义不同预设位置之间的转换：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巡视选项卡上的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巡视配置文件。

4. 选中自定义转换复选框。

转换指示添加至预设位置列表中。

5. 在列表中，选择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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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预期时间（秒）字段中，指定预估转换时间（秒数）。

7. 使用速度滑块指定转换速度。当滑块位于其最右侧位置时，摄像机将以其默认速度移动。滑块越向左移动，摄像机在
选定转换期间的移动速度越慢。

8. 根据需要，对其他转换重复上述操作。

指定巡视时的结束位置

可以指定摄像机在根据所选巡视配置文件巡视结束后移动到特定预设位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巡视选项卡的配置文件列表中，选择相关的巡视配置文件。

4. 选中完成时转到特定位置复选框。将打开选择预设对话框。

5. 选择结束位置，然后单击确定。

可选择摄像机的任意预设位置作为结束位置，并非必须选择巡视配置文件中使用的预设位置。

6. 所选结束位置添加至配置文件列表中。

当根据所选巡视配置文件进行的巡视结束时，摄像机将转到指定的结束位置。

保留和释放 PTZ 会话

根据您的监控系统，您可以保留 PTZ会话。

有运行保留 PTZ会话的安全权限的管理员可在此模式下运行 PTZ摄像机。这可阻止其他用户控制摄像机。在保留 PTZ会话
中，标准 PTZ优先级系统将被忽略，以避免具有更高 PTZ优先级的用户中断会话。

您可以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操作保留 PTZ会话中的摄像机。

如果需要对 PTZ摄像机或其预设执行紧急更新或维护而不被其他用户中断，则有必要保留 PTZ会话。

保留 PTZ 会话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然后选择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PTZ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中选择PTZ会话，然后单击保留。

如果优先级比您更高的用户在控制摄像机，或者其他用户已保留摄像机，则您不能启动保留的PTZ会
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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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 PTZ 会话

释放按钮可用于释放您当前的 PTZ会话，以便其他用户可以控制摄像机。当您单击释放时，PTZ会话将立即结束，并将对操
作摄像机的第一个用户可用。

拥有安全权限释放 PTZ 会话的管理员有权随时释放其他用户的保留 PTZ会话。例如，如果您需要保持 PTZ摄像机或其预设，
或者如果其他用户在紧急情况下偶然阻止摄像机，这将非常有用。

指定 PTZ 会话超时

Management Client和具有必需用户权限的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手动中断 PTZ摄像机的巡视。

您可以指定在为系统上的所有 PTZ摄像机恢复定期巡视之前应经过的时间量：

1. 选择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窗口的常规选项卡上，从以下项目中选择时间量：

l 手动 PTZ 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5 秒）。

l 暂停巡视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0 分钟）。

l 保留的 PTZ 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 小时）。

这些设置将应用于本系统上的所有 PTZ摄像机。

您可以分别为每个摄像机更改这些超时。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单击摄像机。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摄像机。

3. 在预设选项卡上，从以下内容中选择时间量：

l 手动 PTZ 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5 秒）。

l 暂停巡视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0 分钟）。

l 保留的 PTZ 会话的超时列表（默认为 1 小时）。

这些设置仅应用于此摄像机。

设备 - 规则事件

添加或删除设备的事件

添加事件

1.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设备。

2. 选择事件选项卡，然后单击添加。这将打开选择驱动程序事件窗口。

3. 选择事件。一次只能选择一个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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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果要查看所有事件的完整列表以允许您添加已经添加的事件，请选择显示已添加的事件。

5. 单击确定。

6.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删除事件

删除事件时，它会影响使用该事件的所有规则。

1.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设备。

2. 选择事件选项卡，然后单击删除。

指定事件属性

可以为添加的每个事件指定属性。属性的数量取决于设备和事件。为了使事件按预期工作，必须在设备以及在 [事件] 选项卡
上以同样方式指定部分或全部属性。

使用事件的多个实例

要能够为事件的不同实例指定不同的属性，您可以多次添加事件。

以下示例特定于摄像机。

示例：摄像机已配置了两个移动窗口，名为 A1 和 A2。您已添加了两个动作启动 (HW) 事件实例。 在其中一个实例的属性中，
您已指定使用移动窗口 A1。在另一个实例的属性中，您已指定使用移动窗口 A2。

在规则中使用事件时，可以指定事件应基于在特定移动窗口中侦测到的移动才能触发规则：

设备 - 隐私屏蔽

启用/禁用隐私屏蔽

默认情况下，禁用隐私屏蔽功能。

要启用/禁用摄像机的隐私屏蔽功能：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设备。

3. 选中或清除隐私屏蔽选项卡上的隐私屏蔽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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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安装中，中央站点将忽略在远程站点上定义的隐私屏蔽。如果要应用相同
的隐私遮蔽，您必须在中央站点上重新定义它。

定义隐私屏蔽

在隐私屏蔽选项卡上启用隐私屏蔽功能时，栅格将应用于摄像机预览。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设备。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摄像机。

3. 在隐私屏蔽选项卡上，要用隐私屏蔽覆盖区域，请首先选择永久屏蔽或可解除屏蔽以定义您想要永久的还是可解除的
隐私屏蔽。

4. 将鼠标指针拖到预览上。左键单击以选择一个网格。右键单击以清除一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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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以根据需要定义足够多的隐私屏蔽区域。有永久隐私屏蔽的区域以紫色显示，有可解除隐私屏蔽的区域以绿色显
示。

6. 定义在客户端显示时，如何显示视频中的遮盖区域。使用滑块从一点点模糊调节到完全不透明屏蔽。

永久隐私屏蔽也出现在移动选项卡上。

7.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检查隐私屏蔽是否按照定义显示。

更改可解除隐私屏蔽的超时时间

默认情况下，隐私屏蔽会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解除 30 分钟，然后自动应用，但您可以更改设置。

更改超时时间时，请记住对与具有可解除隐私屏蔽权限的角色关联的DeskClient配置文件执行此操
作。

要更改超时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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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下，选择相关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在常规选项卡上，找到可解除隐私屏蔽超时。

3. 选择值：

l 2 分钟

l 10 分钟

l 30 分钟

l 1 小时

l 2 小时

l 直到退出

4. 单击保存。

授予用户解除隐私屏蔽的权限

默认情况下，用户没有解除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隐私屏蔽的权限。

要启用/禁用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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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安全，然后选择角色。

2. 选择您要授予权限的角色，以解除隐私屏蔽。

3. 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选择摄像机。

4. 为解除隐私屏蔽权限选择允许复选框。

您分配给此角色的用户可以为自己解除配置为可解除屏蔽的隐私屏蔽，也可以为其他MOBOTIXHUBDeskClient用户授权解除
屏蔽。

创建隐私屏蔽配置报告

设备报告包含有关摄像机当前隐私屏蔽设置的信息。

要配置报告：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2. 在配置报告下，选择设备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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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果想修改报告，您可以更改首页和格式。

4. 单击导出，系统将创建 PDF 文件形式的报告。

有关报告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7 页上的使用系统配置打印报告。

客户端

视图组（已解释）

系统在客户端中呈现来自一台或多台摄像机的视频的方式称为视图。视图组是一个或多个此类视图的逻辑组的容器。在客户
端，视图组显示为可展开的文件夹，用户可从其中选择组和希望查看的视图：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示例：箭头表示视图组，其包含逻辑组（称为 Amenities），它依次包含 3 个视图。

默认情况下，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定义的每个角色也会作为视图组创建。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角色时，该角
色将默认作为视图组显示在客户端中以供使用。

l 对于分配至相关角色的用户/组，您可以基于角色来为其指定视图组。如果想要更改这些视图组权限，可以稍后在角色
中执行相应设置

l 基于角色的视图组使用角色的名称。

示例：如果将角色的名称创建为大楼 A 保安人员，它将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显示为名称为大楼 A 保安人
员的视图组。

除了添加角色时得到的视图组之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创建任意数量的其他视图组。您还可以删除视图组，包括添加角
色时自动创建的视图组。

l 虽然每次添加角色时都会创建视图组，但是视图组不必与角色保持一致。如果需要，您可以对视图组进行添加、重命
名或删除操作

如果您重命名某个视图组，则已经连接的客户端用户必须注销并再次登录后，名称更改才可见。

添加视图组
1. 右键单击视图组，然后选择添加视图组。将打开添加视图组对话框。

2. 输入新视图组的名称和可选说明，然后单击确定。

在您指定此类权限前，任何角色都无权使用新添加的视图组。如果您已经指定哪些角色可以使用新添
加的视图组，已连接的具有相关角色的客户端用户必须注销并再次登录后，才能查看视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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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添加和配置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您首先必须创建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然后才能对其进行配置。

1. 右键单击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选择添加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添加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对话框中，输入新配置文件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确定。

4. 在总览窗格中，单击刚创建的配置文件以对其进行配置。

5. 调整一个、多个或所有可用选项卡上的设置，然后单击确定。

复制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如果您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具有复杂设置或权限并需要类似的配置文件，则与从头创建新配置文件相比，复制已经存在的
配置文件并对复制的配置文件进行较小调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1. 单击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的配置文件，选择复制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为复制的配置文件提供独特的新名称和说明。单击确定。

3. 在总览窗格中，单击刚创建的配置文件以进行配置。配置内容包括调整可用选项卡中的一个、多个或所有选项卡上的
设置：单击确定。

创建并设置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角色和时间配置文件

使用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时，了解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角色和时间配置文件之间的交互十分重要：

l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用于处理以下方面的用户权限设置MOBOTIX HUB Desk Client

l 角色用于处理客户端、SDK 和其他项的安全设置

l 时间配置文件用于处理这两种配置文件类型的时间方面的设置

结合使用这三个功能可为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权限提供唯一控制和自定义功能。

示例：您需要允许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设置中的用户仅在常规工作时间（8:00 至 16:00）查看选定摄像机的实时视频
（非播放）。一种设置方式可以为：

1. 创建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为其命名，例如仅实时。

2. 指定仅实时的所需实时/播放设置。

3. 创建配置文件，为其命名，例如仅白天。

4. 指定仅白天的所需时间段。

5. 创建新角色，为其命名，例如保安（选定摄像机）。

6. 指定保安（选定摄像机）可以使用的摄像机。

7. 指定仅实时Desk Client配置文件和仅白天时间配置文件给保安（选定摄像机）角色，以连接这三个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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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就混合了三个功能，创建了想要的结果，并给您留下了轻松微调和调整的空间。您可以按不同顺序进行设置，例如首先创
建角色，然后创建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和时间配置文件，或者按照其他任何偏好的顺序设置。

设置搜索期间允许的摄像机数量

您可以配置操作员可以添加到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搜索中的摄像机数量。默认值为 100。如果超出摄像机限制，则
操作员会收到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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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展开客户端 >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选择相关的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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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单击常规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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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搜索过程中允许的摄像机中，选择以下值之一：

l 50

l 100

l 500

l 不受限制

5. 保存更改。

更改默认导出设置

当您安装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系统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定义导出选项的默认导出设置会受到限制，以
确保最高级别的安全性。您可以更改这些设置，为操作员提供更多选项。

默认设置

l 只有 MOBOTIX HUB 格式可用

l 已阻止重新导出

l 导出受密码保护

l 256 位 AES 加密

l 数字签名已添加

l 无法导出为 MKV 格式或 AVI 格式

l 无法导出静态图像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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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展开客户端 >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选择默认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导出选项卡。

4. 要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提供受限格式，请找到设置并选择可用。

5. 要使操作员能够更改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设置，请清除相关设置旁边的锁定复选框。

6. 如果相关，请更改其他设置。

7. （可选）登录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以验证您的设置是否已应用。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添加和配置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如果不想使用默认配置文件，可以创建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然后对其进行配置。

1. 右键单击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2. 选择添加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添加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对话框中，输入新配置文件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确定。

4. 在总览窗格中，单击刚创建的配置文件以对其进行配置。

5. 在配置文件选项卡上，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选择或清除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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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如果您的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具有需要重复使用的设置，则可复制已经存在的配置文件并对复制的配置文件进行较
小调整，而不用从头创建新配置文件。

1. 单击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的配置文件，选择复制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2. 在显示的对话框中，为复制的配置文件提供独特的新名称和说明。单击确定。

3. 在总览窗格中，单击配置文件，然后转到信息选项卡或配置文件选项卡来对配置文件进行配置。

管理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功能的可见性

将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与角色关联，可将用户界面限制为代表对于每个管理员角色可用的功能。

将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与角色相关联

1. 展开安全节点并单击角色。

2. 在角色设置窗口的信息选项卡上，将配置文件与角色相关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角色）。

管理角色对系统功能的整体访问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仅处理系统功能的视觉展示，而不实际访问它。

管理角色对系统功能的整体访问：

1. 展开安全节点并单击角色。

2. 单击整体安全选项卡，然后选择相应的复选框。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98 页上的“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

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确保启用连接安全权限，以便授予所有角色对ManagementServer的访问权
限。

除了内置的管理员角色，只有与角色（已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向其授予针对管理服务器的管理安全权
限）关联的用户才能添加、编辑和删除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限制配置文件功能的可见性

可以更改所有 Management Client 元素的可见性设置。默认情况下，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可查看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所有功能。

1. 展开“客户端”节点，然后单击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2. 选择一个配置文件，然后单击“配置文件”选项卡。

3. 清除相关功能的复选框，从而针对具有与该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相关联角色的任何 Management Client 用
户，在视觉上从 Management Client 删除该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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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rix

Matrix 和 Matrix 接收方（已作说明）

Matrix 是一项用于远程发布视频的功能。

Matrix 接收方是具有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计算机，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被定义为 Matrix 接收方。

利用 Matrix，可以将系统网络中任意摄像机的视频推送至任何正在运行的 Matrix 接收方。

要查看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的 Matrix 接收方的列表，请展开站点导航窗格中的客户端，然后选择 Matrix。将在
Matrix 属性窗格中显示配置的列表。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您必须添加每个 Matrix，必须添加接收方以接收 Matrix 触发的视频。

定义发送视频至 Matrix 接收方的规则

要发送视频至 Matrix 接收方，必须在触发向相关 Matrix 接收方进行视频传输的规则中包含 Matrix 接收方。要实现该操作：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规则和事件 > 规则。右键单击规则，以打开管理规则向导。第一步，选择规则类型，第二
步，选择条件。

2. 在管理规则的步骤 3（步骤 3：动作）中，选择设置 Matrix 以查看<设备>动作

3. 在初始规则说明中单击 Matrix 链接。

4. 在选择 Matrix 配置对话框中，选择相关 Matrix 接收方，然后单击确定。

5. 在初始规则说明中单击设备链接，并选择想要从其发送视频至 Matrix 接收方的摄像机，然后单击确定以确认选择。

6. 如果完成了规则请单击完成，或者根据需要定义其他动作和/或停止动作。

Matrix 如果删除了 Matrix 接收方，包含接收方的所有规则都将停止工作。

添加 Matrix 接收方

要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现有的 Matrix 接收方：

1. 展开 Matrix 客户端，然后选择 。

2. 右键单击 MatrixMatrix 配置并选择添加 。

3. 填写 Matrix 添加对话框中的字段。

1. 在 Matrix 地址字段中输入所需接收方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2. 在端口字段输入 Matrix 接收方安装所使用的端口号。

4. 单击确定。

此时即可在规则中使用 Matrix 接收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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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不会检查指定的端口号或密码是否正确，或者指定的端口号、密码或类型是否与实际 Matrix 接
收方一致。请确保输入信息正确无误。

将同一视频发送至数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视图

您可以将相同的视频发送到多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视图中的 Matrix 位置，前提是这些视图的 Matrix 位置共享相同
的端口号和密码：

1.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创建相关视图和共享相同端口号与密码的 Matrix 位置。

2.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相关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作为 Matrix 接收方。

3. 您可以在规则中包含 Matrix 接收方。

规则和事件

添加规则

添加规则时，管理规则向导会引导您操作，其中仅列出相关选项。

它确保规则不会缺失所需的元素。根据规则的内容，会自动建议适合的停止动作（即，当规则不再适用时应执行何种动作），
从而确保不会意外创建永不结束的规则。

事件

添加基于事件的规则时，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事件。

l 请参阅事件总览以获取总览以及对您可以选择的事件类型的描述。

操作和停止操作

添加规则时，可以在不同的操作之间进行选择。

一些操作需要停止操作。例如，如果选择了操作开始记录，将开始录记录可能会无限期继续下去。因此，操作开始录制有一个
强制停止操作，称为停止录制。

管理规则向导可确保您在必要时指定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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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停止操作。在示例中，请注意强制停止操作（选中，变灰）、非相关停止操作（变灰）和可选停止操作（可选择）。

l 有关可以选择的开始和停止操作的总览，请参阅操作和停止操作。

创建规则

1. 右键单击规则项目> 添加规则。这会开管理规则向导。该向导会引导您完成指定规则内容的过程。

2. 分别在名称和说明字段中指定新规则的名称和说明。

3. 选择规则的相关条件类型：在发生特定事件时执行一个或多个动作的规则，或者在进入特定时间段时执行一个或多个
动作的规则。

4. 单击下一步转到向导的第二步。在向导的第二步，可以为规则定义更多条件。

5. 选择一个或多个条件，例如工作日为<day>：

根据您的选择，在向导窗口的下半部分编辑规则说明：

单击粗斜体的带下划线项目以指定其具体内容。例如，单击我们示例中的天链接，可以选择在一周中的一天或多天应
用规则。

6. 如果已指定具体条件，则单击下一步移至向导的下一步，然后选择规则应涵盖的动作。根据规则的内容和复杂度，您
可能需要定义更多步骤，例如停止事件和停止动作。例如，如果某规则指定设备在某个时间间隔（例如，星期四 08:00
至 10:30）期间执行特定动作，向导会要求您指定当时间间隔结束后应执行何种动作。

7. 如果规则的条件达成，规则在创建好之后就会默认处于活动状态。如果不希望规则直接处于活动状态，则请清除活动
复选框。

8. 单击完成。

验证规则

可以一次验证单个规则或所有规则的内容。在创建规则时，管理规则向导可确保规则的所有元素都有效。

当规则存在一段时间后，规则的一个或多个元素会受其他配置的影响，规则也可能无法工作。例如，在规则由特定时间配置文
件触发的情况下，如果您已删除该时间配置文件或不再拥有其权限，则该规则不会工作。可能很难掌握这类意外的配置影响。

规则验证可帮助您追踪受影响的规则。验证按规则进行；每个规则都是独立验证的。您无法相互验证规则（例如，为了查看某
个规则是否与另一个规则冲突），即使使用验证所有规则功能也是如此。

207 / 458



配置

验证规则

1. 单击规则，然后选择要验证的规则。

2. 右键单击规则，然后单击验证规则。

3. 单击确定。

验证所有规则

1. 右键单击规则项，然后单击验证所有规则。.

2. 单击确定。

对话框会通知您，规则验证是否成功。如果您选择验证多个规则并且一个或多个规则未成功，则对话框将列出受影响规则的名
称。

您无法验证规则本身之外的先决条件配置是否可能会阻碍规则工作。例如，某项规则指定当特定摄像
机侦测到移动时应开始记录，如果规则本身中的元素正确，即使相应的摄像机未启用移动侦测（在摄
像机级别启用，而非通过规则启用），该规则仍会验证。

编辑、复制和重命名规则
1.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相关规则。

2. 选择：

编辑规则或复制规则或重命名规则。管理规则向导将打开。

3. 如果选择复制规则，向导将打开，并显示所选规则的副本。单击完成以创建副本。

4. 如果选择编辑规则，则向导将打开，您可以输入更改。单击完成以接受更改。

5. 如果选择重命名规则，您可以直接重命名规则名称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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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激活和激活规则

只要规则条件达成，系统即会应用规则，也就是说，规则会处于活动状态。如果不希望规则处于活动状态，可以取消激活规
则。当取消激活规则后，本系统将不会应用规则，即使符合规则的条件。规则取消激活后，您可以轻松激活。
取消激活规则

1.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规则。

2. 清除属性窗格中的活动复选框。

3. 单击工具栏中的保存。

4. 带红色 x 的图标表示规则列表中的规则已取消激活：

激活规则

当您要再次激活规则时，请选择规则，再选中触发复选框，然后保存设置即可。

指定时间配置文件
1. 在时间配置文件列表中，右键单击时间配置文件 > 添加时间配置文件。此操作将打开时间配置文件窗口。

2. 在时间配置文件窗口中，在名称字段内输入新时间配置文件的名称。在说明字段中输入新时间配置文件的说明（可
选）。

3. 在时间配置文件窗口的日历中，选择日视图、周视图或月视图，然后在日历内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单一时间或添加重
复时间。

4. 为时间配置文件指定时间段后，单击时间配置文件窗口的确定。系统会将新时间配置文件添加至时间配置文件列表
中。如果在稍后阶段希望编辑或删除时间配置文件，则可以从时间配置文件列表进行操作。

添加单一时间

选择添加单一时间时，会出现选择时间窗口：

您系统上的日期和时间格式可能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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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选择时间窗口中，指定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如果时间覆盖全天，则选中全天事件复选框。

2. 单击确定。

添加重复时间

选择添加重复时间时，会出现选择重复时间窗口：

1. 在选择时间窗口中，指定时间范围、重复模式和重复范围。

2. 单击确定。

时间配置文件可包含多个时间段。如果想要时间配置文件包含更多时间段，请添加更多单一时间或重
复时间。

重复时间

当您设置要在详细的经常性计划上执行的操作时。

例如：

l 每周二的 15:00 至 15:30 之间每 1 小时

l 每 3 个月的第 15 天 11:45

l 每天的 15:00 至 19:00 之间每 1 小时

时间基于安装有 Management Client 的服务器的本地时间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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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时间配置文件
1. 在总览窗格的时间配置文件列表中，右键单击相关时间配置文件，然后选择编辑时间配置文件。此操作将打开时间配

置文件窗口。

2. 依照需要编辑时间配置文件。如果已更改时间配置文件，则单击时间配置文件窗口中的确定。您将会返回时间配置文
件列表。

在时间配置文件信息窗口中，可根据需要编辑时间配置文件。请记住，时间配置文件可能包含多个时
间段，并且时间段可能是重复的。右上角的月份小图总览可帮助您快速总览该时间配置文件所涵盖的
时间段，因为包含指定时间的日期以粗体突出显示。

在本例中，加粗日期表示您已在数天中指定了时间段，并且在星期一指定了重复时间。

创建日长时间配置文件
1. 展开规则和事件文件夹时间配置文件。

2. 在时间配置文件列表中，右键单击时间配置文件，然后选择添加日长配置文件。

3. 在日长时间配置文件窗口中，参考下面的属性表填写需要的信息。要处理明暗之间的转换时期，可以补偿配置文件的
激活和取消激活。时间和月份名称以计算机语言/区域设置使用的语言显示。

4. 要在地图中查看输入的地理坐标位置，请单击在浏览器中显示位置。这会打开浏览器，供您查看位置。

5. 单击确定。

日长时间配置文件属性

名称 说明

名称 配置文件的名称。

说明 配置文件的说明（可选）。

地理坐标 表示分配至配置文件的摄像机的物理位置的地理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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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日出偏移 按日出对配置文件激活的补偿分钟数 (+/-)。

日落偏移 按日落对配置文件取消激活的补偿分钟数 (+/-)。

时区 表示摄像机的物理位置的时区。

添加通知配置文件

必须首先为电子邮件通知指定邮件服务器设置，然后才可以创建通知配置文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
阅创建通知配置文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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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开规则和事件，右键单击通知配置文件 > 添加通知配置文件。这将打开添加通知配置文件向导。

2. 指定名称和说明。单击下一步。

3. 指定收件人、主题、消息文本和电子邮件间隔时间：

4. 要将测试电子邮件通知发送给指定收件人，请单击测试电子邮件。

5. 要包含预警报静态图像，请选择包含图像，并指定图像数量、图像之间的时间和图像是否嵌入电子邮件中。

6. 要包含 AVI 视频剪辑，请选择包含 AVI，并指定事件前后的时间以及帧速率。

包含编码视频 H.265 的通知需要支持硬件加速的计算机。

7. 单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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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则触发电子邮件通知
1. 右键单击规则项，然后单击 > 添加规则或编辑规则。

2. 在管理规则向导中，单击下一步转到选择要执行的操作列表，然后选择将通知发送到 <配置文件>。

3. 选择相关的通知配置文件，以及将包含在通知配置文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中的任何记录应来自哪些摄像机。

不能将记录包含在通知配置文件的电子邮件通知中，除非实际正在记录内容。如果您希望电子邮件通知中包含静态图像或 AVI
视频剪辑，则应检验规则是否指定了应执行记录。以下示例来自包含开始记录动作和发送通知到动作的规则：

添加用户定义事件

无论选择以哪种方式使用用户定义事件，每个用户定义事件都必须通过 Management Client 添加。

1. 展开规则和事件 > 用户定义的事件。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事件 > 添加用户定义的事件。

3. 为新的用户定义事件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定。现在，新添加的用户定义事件会显示于总览窗格的列表中。

如果用户权限许可，用户现在即可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手动触发用户定义事件。

如果删除用户定义事件，则会影响使用该用户定义事件的所有规则。此外，删除的用户定义事件只有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注销后才会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消失。

重命名用户定义事件

如果您重命名用户定义事件，则已经连接的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必须注销并再次登录
后，名称更改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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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开规则和事件 > 用户定义的事件。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用户定义事件。

3. 在属性窗格中，改写现有名称。

4.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添加和编辑分析事件

添加分析事件

1. 展开规则和事件，右键单击分析事件，并选择新增。

2. 在属性窗口中，在名称字段内输入事件的名称。

3. 如果需要，在说明字段中输入说明文本。

4.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可通过单击测试事件来测试事件的有效性。可以连续更正测试中指出的错误，并且可以在进
程中的任何位置运行测试任意所需次数。

编辑分析事件

1. 单击现有分析事件以查看属性窗口，可在其中编辑相关字段。

2. 可通过单击测试事件来测试事件的有效性。可以连续更正测试中指出的错误，并且可以在进程中的任何位置运行测试
任意所需次数。

编辑分析事件设置

在工具栏中，转到工具 > 选项 > 分析事件选项卡以编辑相关设置。

测试分析事件

创建分析事件后，您可以测试要求（请参阅 第 215 页上的测试分析事件），如对于已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启用分析事件
功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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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现有分析事件。

2. 在属性中，单击测试事件按钮。随即出现一个窗口，显示事件的所有可能来源。

3. 选择测试事件的来源，如摄像机。窗口关闭，并出现一个新窗口，该窗口会审查分析事件正常工作必须实现的四个条
件。

作为额外测试，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您可以验证是否已将分析事件发送到事件服务
器。为此，打开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并查看警报管理器选项卡中的事件。

添加常规事件

您可以定义常规事件，以帮助 VMS识别来自外部系统的 TCP 或 UDP 数据包中的特定字符串。根据常规事件，您可以配置
Management Client 以触发动作，如开始记录或发出警报。

要求
您已启用常规事件，并指定允许的源目的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04 页上的“常规事件”选项卡（选项）。

添加常规事件：

1. 展开规则和事件。

2. 右键单击常规事件并选择新增。

3. 填入需要的信息和属性。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393 页上的常规事件和数据来源（属性）。

4. （可选）要验证搜索表达式是否有效，请在与预期数据包对应的检查表达式是否符合事件字符串字段中输入搜索字符
串：

l 匹配 - 可以根据搜索表达式验证字符串

l 不匹配 - 搜索表达式无效。对其进行更改，然后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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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可以验证事件服务器是否已接收到您的常规事件。可以通过选择
事件在警报管理器选项卡的警报列表中进行此操作。

身份验证

添加和配置external IDP
1.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选择工具 > 选项并打开 External IDP 选项卡。

2. 在 External IDP 部分中，选择添加。

3. 输入 external IDP 的信息。 有关所需信息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xternal IDP。

有关如何从您想要在 VMS中使用的 external IDP 中登记索赔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从 external IDP 登记索赔。

从外部 IDP 登记索赔
1.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选择工具 > 选项并打开 External IDP 选项卡。

2. 在 External IDP 部分中，选择添加。

3. 在已登记索赔部分中，选择添加。

4. 输入关于索赔的信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登记索赔。

将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映射到以下中的角色 MOBOTIX HUB

在externalIDP站点上，管理员必须创建包含名称和值的索赔。随后，索赔会映射到VMS中的角色，而用户的特权将由角色决
定。

1. 从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 站点导航 窗格中，展开 安全节点，然后选择 角色。

2. 选择一个角色，选择 External IDP 选项卡，然后选择添加。

3. 选择一个 external IDP 和一个索赔名称，然后输入索赔值。

索赔名称必须与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名称完全相同。

4. 选择确定。

如果删除了 external IDP，则所有通过 external IDP 连接到视频管理软件的用户也将被删除。连接到
external IDP 的所有已注册声明都将被删除，并且与角色的任何映射也将被删除。

通过 登录external IDP

您可以用 external IDP 登录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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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或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登录对话框的身份验证下，选择
external IDP 并选择登录。第一次登录时，您将被带到一个属于 external IDP 的网页。

2. 提供您的用户名和密码并登录。登录后，您将返回 MOBOTIX HUB 客户端，然后您就完成登录了。

在工具 > 选项 > External IDP 下，您可以配置身份验证列表上显示的l external IDP 的名称。

如果 external IDP 因恢复或更改密码而被禁用，则通过 external IDP 登录的选项在身份验证列表中不
可用。此外，如果 external IDP 被禁用，则从 external IDP 收到的客户端密码将从工具 > 选项下
External IDP 选项卡上的客户端密码字段中消失。

安全

添加和管理角色
1. 展开安全，然后右键单击角色。

2. 选择添加角色。将打开添加角色对话框。

3. 输入新角色的名称和说明，然后单击确定。

4. 新角色即会添加至角色列表。默认情况下，新角色不拥有与其相关的任何用户/组，但是它拥有相关的大量默认配置文
件。

5. 要选择不同的 Desk Client 和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证据锁定配置文件或时间配置文件，请单击下拉列表。

6. 您现在能将用户/组分配到角色，并可指定它们能访问系统的哪些功能。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19 页上的将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 和 第 396 页上的角色（“安全性”节点）。

复制、重命名或删除角色

复制角色

如果您的角色具有复杂设置和/或权限并需要类似或基本类似的角色，则与从头创建新角色相比，复制已经存在的角色并对复
制的角色进行较小调整可能相对容易一些。

1. 展开安全，单击角色，右键单击相关角色，然后选择复制角色。

2.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为复制的角色提供独特的新名称和说明。

3. 单击确定。

重命名角色

如果重命名角色，将不会更改基于该角色的视图组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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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展开安全，然后右键单击角色。

2. 右键单击所需的角色，然后选择重命名角色。

3. 在打开的对话框中，更改角色的名称。

4. 单击确定。

删除角色

1. 展开安全，然后单击角色。

2. 右键单击不需要的角色，然后选择删除。

3. 单击是。

删除角色将不会删除基于该角色的视图组。

查看有效角色

使用“有效角色”功能，可以查看所选用户或组的所有角色。如果您使用组，该功能很实用；它是查看特定用户属于哪个角色的
成员的唯一方式。

1. 通过展开安全，然后右键单击角色并选择有效角色，打开有效角色窗口。

2. 如果要了解有关基本用户的信息，请在用户名字段中输入名称。 单击刷新以显示用户的角色。

3. 如果使用 Active Directory 中的 Windows 用户或组，请单击“...” 浏览按钮。选择对象类型，输入名称，然后单击确
定。用户的角色会自动显示。

将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

要将 Windows 用户或组或基本用户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

1. 展开安全，然后选择角色。然后，在总览窗格中选择所需角色：

2.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底部的用户和组选项卡。

3. 单击添加，然后选择 Windows 用户或基本用户。

将 Windows 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

1. 选择 Windows 用户。这将打开选择用户、计算机和组对话框：

2. 验证已指定所需的对象类型。例如，如果您需要添加计算机，则单击对象类型并标记计算机。此外，验证已在从该位
置字段指定所需域。如果未指定，则单击位置浏览所需域。

3. 在输入对象名称以选择框中，输入相关用户名、首字母或 Active Directory 可以识别的其他类型标识符。 使用检查名
称功能以验证 Active Directory 是否可识别您已输入的名称或首字母。 或者，使用“高级… … ” 功能搜索用户或组。

4. 单击确定。选择的用户/组现在便已添加到用户和组选项卡中已分配所选角色的用户的列表。可以通过输入以分号 (;) 隔
开的多个名称添加更多用户和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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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基本用户分配至角色

1. 选择基本用户。这将打开选择要添加到角色的基本用户对话框：

2. 选择要向其分配该角色的基本用户。

3. 可选：单击新建以创建新的基本用户。

4. 单击确定。选择的基本用户现在便已添加到用户和组选项卡中您已为其分配所选角色的基本用户的列表。

将用户和组从角色删除

1. 在用户和组选项卡上，选择您希望删除的用户或组，然后单击选项卡下方的删除。如果需要，可以选择一个以上的用
户或组，或组和单个用户的组合。

2. 确认您希望删除选择的用户或/和组。单击是。

用户还可以通过组成员资格拥有角色。在该情况下，您无法从角色删除单个用户。组成员还可以作为
个人保留角色。要查找用户、组或单个组成员拥有哪些角色，请使用查看有效角色功能。

创建基本用户

在将基本用户添加到系统时，可使用单个用户的基本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创建专用的监控系统用户帐户。这与 Windows 用
户（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添加）的情况不同。

使用基本用户时，了解基本用户和 Windows 用户之间的不同十分重要。

l 基本用户通过用户名/密码组合进行身份验证，并且特定于系统。即使基本用户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密码，在一个联合
站点上创建的基本用户也无权访问其他联合站点

l Windows 用户根据 Windows 登录进行身份验证，并且特定于计算机

配置基本用户的登录设置

您可以定义基本用户的登录设置。这是在一个 JSON 文件中完成的，该文件位于此处：\\Program
Files\MOBOTIX\Management Server\IIS\IDP\appsettings.json。

在该文件中，您可以设置以下参数：

LoginSettings

"ExpireTimeInMinutes": 5 定义如果用户不执行任何操作，登录会话将过期的时间长度（以分钟为单位）。

LockoutSettings

"LockoutTimeSpanInMinutes":
5

定义用户将被锁定的时间长度（以分钟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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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FailedAccessAttempts": 5 定义用户在被锁定之前必须登录的尝试次数。

PasswordSettings

"RequireDigit": true 定义密码中是否需要基本数字（0 到 9）。

"RequireLowercase": true 定义密码中是否需要小写字符。

"RequireNonAlphanumeric":
true

定义密码中是否需要特殊字符 (~!@#$%^&*_-+=`|\(){}[]:;"'<>,.?/)。

"RequireUppercase": true 定义密码中是否需要大写字符。

"RequiredLength": 8
定义密码中所需的字符个数。最小密码长度为 {0} 个字符，最大密码长度为 255 个
字符。

"RequiredUniqueChars": 1

定义密码中所需的唯一字符个数的最小值。

例如，如果您将所需的唯一字符个数设置为 2，则诸如 aaaaaa、aa、a、b、bb、
bbbbbbb之类的密码将被拒绝。

而 abab、abc、aaab等将被接受，因为密码中至少有两个唯一字符。

增加密码中唯一字符的个数可以避免容易被猜到的重复序列，从而提高密码强度。

要在系统上创建基本用户：

1. 展开安全基本用户。

2. 在基本用户窗格中，右键单击并选择创建基本用户。

3. 指定用户名和密码，然后重复一遍以确保指定内容正确。

密码必须满足 appsettings.json文件中定义的复杂度（请参阅 第 220 页上的配置基本用户的
登录设置）。

4. 指定基本用户是否应在下次登录时更改密码。

建议这样做。只有在创建无法更改密码的基本用户时，才应清除该复选框。例如，这些是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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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件和服务器服务身份验证的系统用户。

5. 将基本用户的状态指定为启用或锁定。

6. 单击确定创建基本用户。

查看客户端的加密状态

要验证您的记录服务器是否加密连接：

1. 打开 Management Client。

2.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 > 记录服务器。这会打开记录服务器列表。

3.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的记录服务器，然后转到信息选项卡。
如果已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在本地 Web服务器地址和可选 Web服务器地址
前面显示挂锁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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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仪表板

查看记录服务器上当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当前任务窗口显示所选记录服务器上正在进行的任务的总览。如果启动的任务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在后个运行，则可以打开当前
任务窗口查看任务的进度。冗长的用户启动任务的例子包括固件更新和硬件移动。您可以查看有关任务的开始时间、估计的结
束时间和进度的信息。

如果任务没有按预期进行，则原因可能出现在硬件或网络中。示例包括服务器未运行、服务器错误、带宽太小或连接中断。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当前任务。

2. 选择一个记录服务器以查看其当前任务。

当前任务窗口中显示的信息不会动态更新，而是您打开窗口之时当前任务的快照。如果您已将窗口打开一段时间，请通过选择
窗口右下角的刷新按钮来刷新信息。

系统监视器（已解释）

系统监视器功能要求DataCollector服务正在运行，并且只能在使用公历（西方）日历的计算机上工
作。

系统监视器仪表板（已作说明）

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您可以轻松了解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状况。硬件的状态由拼贴图及其颜色直观地表示：绿色（运
行）、黄色（警告）和红色（严重）。当一个或多个硬件处于故障状态时，拼贴图也可能具有错误或警告图标。

默认情况下，系统会显示用于代表所有记录服务器、所有服务器和所有摄像机的拼贴图。您可以自定义这些默认拼贴图的监视
参数并创建新的拼贴图。例如，可以设置拼贴图以代表单个服务器、单个摄像机、一组摄像机或一组服务器。

例如，监视参数为对服务器可用的 CPU 使用率或存储。拼贴图仅监视您添加到拼贴图的监视参数。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5 页上的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添加新摄像机或服务器拼贴图、第 225 页上的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编辑摄像机或服务器拼
贴图 和 第 225 页上的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删除摄像机或服务器拼贴图。

系统监视器阈值（已解释）

通过系统监视器阈值，您可以定义和调整阈值，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的拼贴图应直观地指示您的系统硬件更改状态。例如，当
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从正常状态（绿色）变为警告状态（黄色）或从警告状态（黄色）变为严重状态（红色）时。

系统具有所有相同类型硬件的默认阈值，因此您可以从安装系统和添加硬件的那一刻起开始监视系统硬件的状态。您可以为单
个服务器、摄像机、磁盘和存储设置阈值。要更改阈值，请参阅 第 226 页上的编辑何时应更改硬件状态的阈值。

在系统硬件的使用率或负载仅在一秒钟或类似时间内达到高阈值的情况下，为确保不会看到临界或警告状态，请使用计算间
隔。使用正确的计算间隔设置，您将不会收到有关超出阈值的假阳性警报，而只会收到有关持续问题的警报，例如 CPU 使用
率或内存消耗。

您还可以设置规则（请参阅规则（已作说明）），以在阈值从一个状态变为另一个状态时执行特定操作或激活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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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硬件的当前状态，并在需要时进行故障排除

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您可以轻松了解视频管理软件系统的状况。硬件的状态由拼贴图及其颜色直观地表示：绿色（运
行）、黄色（警告）和红色（严重）。当一个或多个硬件处于故障状态时，拼贴图也可能具有错误或警告图标。

您可以编辑硬件处于三种状态之一时的阈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6 页上的编辑何时应更改硬件状态的阈值。

系统监视器仪表板回答以下问题：所有服务器服务和摄像机都在运行吗？不同服务器上的 CPU 使用率和可用内存是否足够，
以便记录所有内容并可供查看？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如果所有拼贴图都是绿色的，并且没有警告或错误图标，则所有监视参数以及由拼贴图代表的所有服务器和摄像机都
可以正常运行。
如果一个或多个拼贴图带有警告或错误图标，或者完全是黄色或红色，请选择这些拼贴图之一进行故障排除。

3. 在带有监视参数（窗口底部）的硬件列表中，找到未运行的硬件。将鼠标悬停在硬件旁边的红色十字标志上，以了解
问题所在。

4. （可选）选择硬件右侧的详细信息，以查看问题存在多长时间了。启用历史数据收集，以查看一段时间内您的硬件状
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5 页上的收集硬件状态的历史数据。

5.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例如，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启动服务器服务、更换有故障的硬件部件或其他。

查看硬件的历史状态并打印报告

使用系统监视器功能，您可以轻松地了解系统监视器系统的状况总览。而且是在更长的时间段内。

是否有一段时间 CPU 使用率、带宽或其他硬件会面临挑战？使用系统监视器功能找到答案，并确定是否需要升级硬件或购买
新硬件以避免将来出现这种情况。

请记住启用历史数据收集。请参阅 第 225 页上的收集硬件状态的历史数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在系统监视器窗口中，选择一个包含您要了解其历史状态的硬件的拼贴图，或者从窗口的下部选择一个服务器或摄像
机。

3. 选择相关服务器或摄像机右侧的详细信息。

4. 对于服务器，请选择要调查的硬件右侧的历史记录。对于摄像机，请选择链接。

5. 如果要打印报告，请选择 PDF 图标。

您只能使用设备当前所在记录服务器的数据来创建历史报告。

如果您从服务器操作系统访问系统监视器的详细信息，可能会出现有关 Internet Explorer 增强安全
配置的消息。按照说明，将系统监视器页面添加至受信任的站点区域，然后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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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硬件状态的历史数据

您可以启用系统硬件上的历史数据收集功能，以查看一段时间内硬件状态的图表并打印报告。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4
页上的查看硬件的历史状态并打印报告。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在系统监视器窗口中，选择自定义。

3. 在打开的自定义仪表板窗口中，选择收集历史数据。

4. 选择一个采样时间间隔。间隔越短，SQL Server 数据库、带宽或其他硬件上的负载就越大。历史数据的采样时间间隔
还决定了图形的详细程度。

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添加新摄像机或服务器拼贴图

如果要在物理位置之后以较小的组监视摄像机或服务器，或者要监视具有不同监视参数的某些硬件，则可以在系统监视器窗口
中添加其他拼贴图。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在系统监视器窗口中，选择自定义。

3. 在打开的自定义仪表板窗口中，在服务器拼贴图或摄像机拼贴图下选择新建。

4. 在新服务器拼贴图/新摄像机拼贴图窗口中，选择要监视的摄像机或服务器。

5. 在监视参数下，选中或清除对应于要在拼贴图中添加或删除的任何参数的复选框。

6. 选择确定。新的服务器或摄像机拼贴图现已添加到仪表板上所显示的拼贴图。

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编辑摄像机或服务器拼贴图

如果要使用其他监视参数监视摄像机或服务器，则可以对其进行调整。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在系统监视器窗口中，选择自定义。

3. 在打开的自定义仪表板窗口中，在“服务器”拼贴图或“摄像机”拼贴图下选择要更改的拼贴图，然后选择编辑。

4. 在编辑仪表板服务器/摄像机”拼贴图窗口中，选择所有摄像机或服务器、摄像机或服务器组或单个摄像机或服务器以
更改其监视参数。

5. 在监视参数下，选择要监视的监视参数。

6. 选择确定。

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删除摄像机或服务器拼贴图

如果不再需要监视拼贴图代表的硬件，则可以删除拼贴图。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

2. 在系统监视器窗口中，选择自定义。

3. 在打开的自定义仪表板窗口中，在“服务器”拼贴图或“摄像机”拼贴图下选择要更改的拼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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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删除。

编辑何时应更改硬件状态的阈值

您可以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的硬件在三种状态之间切换时编辑阈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23 页上的系统监视器阈值
（已解释）。

您可以修改不同类型硬件的阈值。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436 页上的系统监视器阈值（“系统仪表板”节点）。

默认情况下，系统设置为显示相同硬件类型所有单元的阈值，例如，所有摄像机或服务器。您可以更改这些默认阈值。

您还可以为单个服务器或摄像机或其中的一个子集设置阈值，以允许例如某些摄像机使用比其他摄像机更高的实时 FPS 或记
录 FPS。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系统监视器阈值。

2. 如果尚未启用相关硬件，请选中已启用复选框。下图显示了一个示例。

3. 向上或向下拖动阈值控制滑块以增大或减小阈值。有两个滑块（分隔正常、警告和关键状态）可用于阈值控制中显示
的每个硬件。

4. 输入计算间隔的值或保留默认值。

5. 如果要在各个硬件上设置值，请选择高级。

6. 如果要为特定事件或特定时间间隔指定规则，请选择创建规则。

7. 设置阈值级别和计算间隔后，从菜单中选择文件 > 保存。

查看系统中的证据锁定

系统仪表板节点下的证据锁定会显示当前监控系统上所有受保护数据的总览。

通过筛选查找证据锁定，例如，谁创建了它或何时创建了它。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系统仪表板 > 证据锁定。

2. 获取总览并找到相关证据。您可以筛选与证据锁定相关的不同元数据并对其进行排序。

证据锁定窗口中显示的所有信息均为快照。按 F5 刷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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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系统配置打印报告

在安装和配置视频管理软件系统时，您会做出许多选择，并且可能需要记录这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也很难记住自安装
和初始配置以来或刚过去的几个月中更改过的所有设置。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打印包含您的所有配置选项的报告。

创建配置报告（PDF 格式）时，可以将系统的任何可能的元素添加到报告中。例如，您可以包括许可证、设备配置、警报配置
等。您可以选择排除敏感数据选项来创建符合 GDPR 的报告（默认情况下启用）。您还可以自定义字体、页面设置和首页。

1. 展开系统仪表板并选择配置报告。

2. 选择要在报告中包括或排除的元素。

3. 可选：如果选择了包括首页，请选择首页以自定义首页上的信息。在出现的窗口中，填写所需信息。

4. 选择格式化以自定义字体、页面大小和页边距。在打开的窗口中选择所需设置。

5. 做好导出的准备后，选择导出并选择报告的名称和保存位置。

只有在 VMS系统中具有管理员权限的用户才能创建配置报告。

元数据

显示或隐藏元数据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

具有管理员权限的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用户可以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显示或隐藏默认的
MOBOTIX 元数据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默认情况下会隐藏这些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如果您的视频监控系统符合要求，
则显示它们会很有用（请参阅 第 441 页上的元数据搜索要求）。

此设置会影响所有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

此设置不会影响以下对象的可见性：

l 其他，元数据 MOBOTIX 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例如移动、书签、警报和事件

l 第三方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

1.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的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元数据使用 > 元数据搜索。

2. 在元数据搜索窗格中，选择要为其更改可见性设置的搜索类别。

3. 要启用搜索类别或搜索筛选器的可见性，请选中相应的复选框。要禁用搜索类别或搜索筛选器的可见性，请取消选中
该复选框。

警报

添加警报

要定义警报，您需要创建警报定义，可在其中指定各种信息，例如触发警报的因素、关于操作员所需操作的说明以及警报停止
的内容或时间。有关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警报定义（警报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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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警报，右键单击警报定义。

2. 选择新增。

3. 填写以下属性：

l 名称：输入警报定义的名称。 每当列出警报定义时，将显示警报定义的名称。

l 说明：您可为接收警报的操作员编写说明。

l 触发事件：使用下拉菜单选择在触发警报时要使用的事件类型及事件消息。

可供选择的触发事件的列表。将使用分析事件创建和自定义突出显示的触发事件。

l 来源：选择应生成事件以触发警报的摄像机或其他设备。选项取决于所选择的事件类型。

l 时间配置文件：如果您希望在特定时间间隔内激活警报，请选择该单选按钮，然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时间配置
文件。

l 事件基于：如果您希望警报由事件激活，则选择该单选按钮，然后指定将启动警报的事件。您还需要指定将停
止警报的事件。

4. 在时间限制下拉菜单中，指定操作员需要执行操作的时间限制。

5. 在触发的事件下拉菜单中，指定要在超出时间限制时触发的事件。

6. 指定其他设置，例如，相关摄像机和初始警报所有者。

启用加密

从管理服务器启用加密或将加密应用到管理服务器

当您具有以下类型的远程服务器时，可以加密管理服务器和关联的 Data Collector服务器之间的双向连接：

l Recording Server

l Event Server

l Log Server

l LPR Server

l Mobile Server

如果您的系统包含多个记录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则必须在所有这些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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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器组配置加密时，必须使用属于同一 CA证书的证书启用该加密，或者如果加密被禁用，则必须
在该服务器组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将其禁用。

先决条件：

l 托管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信任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

首先，在管理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步骤：

1. 在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从以下位置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l Windows“开始”菜单

或

l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通过右键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图标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 的服务器证书下，打开加密。

3. 单击选择证书以打开一个列表，其中包含具有私钥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证书的唯一主题名称。

4. 选择一个证书以加密记录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故障转移服务器和数据收集器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选择详细信息以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5. 单击应用。

要完成启用加密，下一步是更新每个记录服务器和每个具有数据收集器（Event Server、Log Server 和 Mobile Server）的服
务器上的加密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30 页上的为记录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启用服务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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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记录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启用服务器加密

您可以使用 Data Collector 加密管理服务器和记录服务器或其他远程服务器之间的双向连接。

如果您的系统包含多个记录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则必须在所有这些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如何保护 MOBOTIX HUB VMS安装的证书指南。

为服务器组配置加密时，必须使用属于同一 CA证书的证书启用该加密，或者如果加密被禁用，则必须
在该服务器组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将其禁用。

先决条件：

l 您已在管理服务器上启用加密，请参阅 第 228 页上的从管理服务器启用加密或将加密应用到管理服务器。

1. 在安装了Management Server 或 Recording Server的计算机上，从以下位置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l Windows“开始”菜单

或

l 服务器管理器，通过右键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服务器管理器图标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 的服务器证书下，打开加密。

3. 单击选择证书以打开一个列表，其中包含具有私钥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证书的唯一主题名称。

4. 选择一个证书以加密记录服务器、管理服务器、故障转移服务器和数据收集器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选择详细信息以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已经授予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用户访问私钥的权限。要求在所有客户端上都信任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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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单击应用。

应用证书时，记录服务器将停止并重新启动。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意味着当您验证或更改记录
服务器的基本配置时，不能记录和查看实时视频。

启用事件服务器加密

您可以对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 。

为服务器组配置加密时，必须使用属于同一 CA证书的证书启用该加密，或者如果加密被禁用，则必须
在该服务器组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将其禁用。

先决条件：

l 托管事件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信任的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

首先，在事件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步骤：

1. 在安装了事件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从以下位置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l Windows“开始”菜单

或

l Event Server，通过右键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 Event Server 图标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 中，事件服务器和附加产品下，打开加密。

231 / 458



配置

3. 单击选择证书以打开一个列表，其中包含具有私钥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证书的唯一主题名称。

4. 选择证书对事件服务器和相关附加产品之间的通信进行加密。

选择详细信息以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5. 单击应用。

若要完成启用加密，下一步是更新每个相关附加产品上的加密设置。

对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

您可以加密从记录服务器到从记录服务器流式传输数据的客户端和服务器的连接。

为服务器组配置加密时，必须使用属于同一 CA证书的证书启用该加密，或者如果加密被禁用，则必须
在该服务器组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将其禁用。

先决条件：

l 在运行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服务的所有计算机上，信任要使用的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

l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所有服务（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必须是 2019 R1 或更高版本

l 使用 2019 R1 之前的 SDK 版本创建的某些第三方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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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安装了记录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从以下位置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l Windows“开始”菜单

或

l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通过右键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图标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 的流媒体证书下，打开加密。

3. 单击选择证书以打开一个列表，其中包含具有私钥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证书的唯一主题名称。

4. 选择一个证书以加密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选择详细信息以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已经授予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用户访问私钥的权限。要求在所有客户端上都信任此证书。

5. 单击应用。

应用证书时，记录服务器将停止并重新启动。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意味着当您验证或更改记录
服务器的基本配置时，不能记录和查看实时视频。

要验证记录服务器是否使用加密，请参阅查看客户端的加密状态。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要使用 HTTPS协议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与客户端和服务之间建立安全连接，必须在服务器上应用有效证书。该证书会确认证书
持有人获得建立连接的授权。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如何保护 MOBOTIX HUB VMS安装的证书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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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服务器组配置加密时，必须使用属于同一 CA证书的证书启用该加密，或者如果加密被禁用，则必须
在该服务器组中的所有计算机上将其禁用。

由 CA（证书颁发机构）核发的证书包含一系列证书，该系列的根源是 CA根证书。 当设备或浏览器看
发现此证书时，会将其根证书与操作系统（Android、iOS、Windows 等）上预先安装的证书进行比
较。 若该根证书列在预先安装的根证书列表中，操作系统会确保连接至服务器的用户足够安全。这些
证书的核发会针对某域名，而且并不免费。

步骤：

1. 在安装了移动设备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从以下位置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l Windows“开始”菜单

或

l Mobile Server Manager，通过右键单击计算机任务栏上的 Mobile Server Manager 图标

2. 在 Server Configurator 的移动流媒体证书下，打开加密。

3. 单击选择证书以打开一个列表，其中包含具有私钥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中本地计算机上安装的证书的唯一主题名称。

4. 选择一个证书以加密MOBOTIX HUB Mobile客户端MOBOTIX HUB Web Client与移动设备服务器的通信。

选择详细信息以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已经授予 Mobile Server 服务用户访问私钥的权限。要求在所有客户端上都信任此证书。

5. 单击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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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证书时，Mobile Server 服务将重新启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系统以运行联合站点

要使系统做好针对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的准备，在安装管理服务器时必须进行特定选择。根据 IT基础结构的
设置方式，在三个不同的备选方式中进行选择。

备选方式 1：连接来自同一个域的站点（使用普通域用户）

安装管理服务器之前，必须创建共同域用户，并将此用户配置为联合站点分层中涉及的所有服务器上的管理员。如何连接站点
取决于创建的用户帐户。

使用 Windows 用户帐户

1. 在要用作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器上开始安装产品，并选择自定义。

2. 选择使用用户帐户来安装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所选用户帐户必须是在所有管理服务器上使用的管理员帐户。
当在联合站点层级中安装其他 management server 时，您必须使用相同的用户帐户。

3. 完成安装。重复步骤 1-3，以安装要添加到联合站点层级的任何其他系统。

4. 将站点添加至分层（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使用 Windows 内置用户帐户（网络服务）

1. 在要用作管理服务器的第一个服务器上开始安装产品，并选择单台计算机或自定义。将使用网络服务帐户安装
management server。对联合站点层级中的所有站点重复此步骤。

2. 登录到要作为联合站点层级的中心站点的站点。

3.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展开安全 > 角色 > 管理员。

4. 在用户和组选项卡上，单击添加，然后选择 Windows 用户。

5. 在对话框中选择计算机作为对象类型，输入联合站点的服务器名称，然后单击确定将该服务器添加到中央站点的管理
员角色。 重复此步骤，直到以此方式添加所有联合站点，然后退出应用程序。

6. 登录到每个联合站点，按上述的相同方式将以下服务器添加到管理员角色：

l 父站点服务器。

l 要直接连接到此联合站点的子站点服务器。

7. 将站点添加至分层（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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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选方式 2：从不同域连接站点

要跨域连接站点，请确保这些域彼此信任。您在 Microsoft Windows 域配置中设置域以使其相互信任。在联合站点分层中每
个站点上的不同域之间建立信任并替换后，请遵循与备选方式 1 的相同说明。有关如何设置受信任域的详细信息，请访问
Microsoft 网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previous-versions/windows/it-pro/windows-2000-server/cc961481
(v=technet.10)/)。

MOBOTIX 建议将 MOBOTIX Interconnect 用于在多个域中创建互相连接的多站点系统。

备选方式 3：连接工作组中的站点

连接工作组中的站点时，在联合站点层级中要连接的所有服务器上都必须存在相同的管理员帐户。在安装系统之前，您必须定
义管理员帐户。

1. 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登录 Windows。

2. 启动产品安装，并单击自定义。

3. 选择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来安装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4. 完成安装。重复步骤 1-4 安装要连接的任何其他系统。必须使用共同管理员帐户安装所有这些系统。

5. 将站点添加至分层（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当站点不是域的一部分时，MOBOTIX建议使用MOBOTIXInterconnect来创建互相连接的多站点系
统。

不能将域和工作组相混合。这意味着不能将来自域的站点连接至来自工作组的站点，反之亦然。

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当您展开系统时，只要系统设置正确，便可以向顶层站点及其子站点添加站点。

1. 选择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2. 选择要添加子站点的目标站点，右键单击，然后单击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3. 在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窗口中输入所请求站点的 URL，然后单击确定。

4. 父站点将链接请求发送至子站点，之后会将这两个站点之间的链接添加至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5. 如果可以在不请求子站点管理员接受的情况下建立到子站点的链接，则跳到步骤 7。

如果不可以，则子站点将具有等待接受 的图标，直到子站点管理员批准请求。

6. 确保子站点的管理员批准来自子站点的链接请求（请参阅 第 237 页上的接受包含在层次结构中）。

7. 即会建立新的父项/子项链接，并且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会更新为新子站点的 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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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包含在层次结构中

子站点接收到来自管理员不具有子站点的管理员权限的潜在父站点的链接请求后，它具有正在等待接受 图标。

要接受链接请求：

1. 登录站点。

2. 在联合站点分层窗格中，右键单击站点，然后单击接受包含在层级中。

如果站点运行 MOBOTIX HUB L4 版本，请您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右键单击该站点。

3. 单击是。

4. 即会建立新的父项/子项链接，并且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会更新为所选子项的一般站点 图标。

对距父站点较远处的子站点进行的任何更改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在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中。

设置站点属性

您可以查看主站点及其子站点的属性，并有可能可以进行编辑。

1.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联合站点分层窗格中，选择相关站点，右键单击，然后选择属性。

2. 如果需要，更改以下内容：

常规选项卡（请参阅 第 456 页上的“常规”选项卡）

父站点选项卡（请参阅 第 456 页上的“父站点”选项卡）（仅在子站点上可用）

由于同步问题，对远程子项进行的任何更改可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反映在站点导航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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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新站点层次结构

系统通过父项/子项设置的所有级别定期自动同步层级。如果希望看到更改立即反映在层级中，并且不希望等待下一次自动同
步，则可以手动刷新层级。

您需要登录站点才能执行手动刷新。刷新只会反映自上次同步以来由该站点保存的更改。这意味着如果更改未到达该站点，手
动更新可能不会反映在层级中更下层所做的更改。

1. 登录相关站点。

2. 右键单击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中的顶层站点，然后单击刷新站点层次结构。

这将需要几秒钟时间。

登录到层级中的其他站点

您可以登录到其他站点并对其进行管理。您登录到的站点是您的主站点。

1. 在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中，右键单击要登录的站点。

2. 单击登录到站点。

该站点的 Management Client 将打开。

3. 输入登录信息并单击确定。

4. 登录完成后，即可对该站点执行管理任务。

更新子站点的站点信息

本部分只在您使用 MOBOTIX HUB L5 或 MOBOTIX HUB L42014 或更新版本时才相关。

在具有许多子站点的大型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很容易失去总览，并且可能很难找到每个子站点的管理
员的联系信息。

因此，您可以将附加信息添加到每个子站点，然后该信息可供中央站点上的管理员使用。

将鼠标悬停在联合站点分层窗格中的站点名称上时，您可以阅读有关该站点的信息。更新有关该站点的信息：

1. 登录站点。

2. 单击站点导航窗格，然后选择站点信息。

3. 单击编辑，然后在每个类别中添加相关信息。

将站点从层次结构分离

从站点的父站点分离站点时，站点之间的链接会断开。您可以从中央站点分离站点，以及从站点本身或其父站点分离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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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联合站点层级窗格中，右键单击站点，然后单击将站点从层次结构分离。

2. 单击是即会更新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如果分离的站点具有子站点，它会成为层级中该分支的新顶层站点，并且常规站点图标 会更改为顶层站点 图
标。

3. 单击确定。

在手动刷新或自动同步后会反映层级的更改。

MOBOTIX Interconnect

向中央 MOBOTIX Interconnect 站点添加远程站点

可使用添加硬件向导向中央站点添加远程站点。
要求

l 足够的 MOBOTIX Interconnect 摄像机许可证（请参阅 第 71 页上的MOBOTIX Interconnect 和授予许可）。

l 另一个配置和工作的 MOBOTIX HUB 系统包括用户帐户（基本用户、本地 Windows 用户或 Windows Active
Directory 用户），其中包含中央 MOBOTIX HUB L5 系统应该能够访问的设备权限

l 中央 MOBOTIX HUB L5 站点和远程站点之间的网络连接，及对远程站点上所使用的端口的访问权限或端口转发功能

要添加远程站点：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相关的记录服务器，然后右键单击。

3. 选择添加硬件启动向导。

4. 在第一页上选择地址范围扫描或手动，然后单击下一步。

5. 指定用户名和密码。必须在远程系统上预定义用户帐户。可根据需要单击添加以添加用户名和密码。准备好以后，单
击下一步。

6. 选择在扫描时使用的驱动程序。在这种情况下，在 MOBOTIX 驱动器之间进行选择。单击下一步。

7. 指定要扫描的 IP 地址和端口号。默认端口为 80。点击下一步。

当系统检测远程站点时，请稍候。状态指示器将显示检测过程的进度。如果检测成功，将在状态列中显示一条成功消
息。如果未能添加，您可以单击失败错误消息以查看原因。

8. 选择启用或禁用成功检测到的系统。单击下一步。

9. 当系统检测硬件并收集特定于设备的信息时，请稍候。单击下一步。

10. 选择启用或禁用成功检测到的硬件和设备。单击下一步。

11. 选择默认组。单击完成。

12. 安装后，您可以在总览窗格中查看系统及其设备。

根据远程站点上所选用户的用户权限，中央站点有权访问所有摄像机和功能或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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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用户权限

通过创建角色并分配对功能的访问权限，您可以像配置其他摄像机一样为互连摄像机配置用户权限。

1. 在中央站点上的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安全，然后选择角色。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内置管理员角色，然后选择添加角色（请参阅添加和管理角色）。

3. 在设备选项卡上命名角色并配置设置（参阅“设备”选项卡（角色））和远程记录选项卡（请参阅“远程记录”选项卡
（角色））。

更新远程站点硬件

如果已在远程站点上更改配置（例如添加或删除摄像机和事件），则必须更新中央站点上的配置，以反映远程站点上的新配
置。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并选择相关的远程系统。右键单击硬件。

3. 选择更新硬件。这会打开更新硬件对话框。

4. 此对话框中列出了自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建立或最后一次刷新以来远程系统中的所有更改（移除、更新和添
加设备）。单击确认可使用这些更改更新中央站点。

建立到远程系统的远程桌面连接

您可以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中远程连接到系统。

要求
必须设置并运行与要远程连接的计算机的远程桌面连接。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并选择相关的远程系统。

3.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信息选项卡。

4. 在远程管理区域，输入适当的 Windows 用户名和密码。

5. 保存用户名和密码后，单击连接以建立远程桌面连接。

6.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直接从远程站点摄像机启用播放

如果中央站点与其远程站点持续连接，则可对系统进行配置，以使用户直接从远程站点播放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71 页上的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已解释）。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并选择相关的远程系统。选择相关的互连摄像机。

3.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记录选项卡，然后选择从远程系统播放记录选项。

4.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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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安装中，中央站点将忽略在远程站点上定义的隐私屏蔽。如果要应用相同的隐私遮蔽，您必须在
中央站点上重新定义它。

从远程站点摄像机检索远程记录

如果中央站点未与其远程站点持续连接，则可将系统配置为集中存储远程记录，并且可以配置为在网络连接处于最优状态时检
索远程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71 页上的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已解释）。

为了让用户实际检索记录，您必须为相关角色启用此权限（请参阅角色（安全））。

要配置系统：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并选择相关的远程系统。选择相关的远程服务器。

3.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远程检索选项卡并更新设置（请参阅 第 330 页上的远程检索选项卡）。

如果网络由于某种原因发生故障，中央站点将丢失记录片段。可以将系统配置为在重新建立网络后立即允许中央站点自动检索
远程记录以涵盖关闭期间。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并选择相关的远程系统。选择相关摄像机。

3. 在属性窗格中，选择记录选项卡，然后选择连接恢复时自动检索远程记录选项（请参阅检索远程记录）。

4. 在工具栏中，单击保存。

也可使用规则或在需要时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启动远程记录检索。

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安装中，中央站点将忽略在远程站点上定义的隐私屏蔽。如果要应用相同的隐私遮蔽，您必须在
中央站点上重新定义它。

配置中央站点以响应来自远程站点的事件

您可以使用远程站点上定义的事件来触发中央站点上的规则和警报，从而即时响应来自远程站点的事件。这要求远程站点已连
接并已联机。事件的数量和类型取决于在远程系统中配置和预定义的事件。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 上提供了受支持事件列表。

无法删除预定义的事件。

要求：

l 如果要使用来自远程站点的用户定义/手动事件作为触发事件，必须先在远程站点上创建这些事件

l 请确保您拥有远程站点的事件更新列表（请参阅 第 240 页上的更新远程站点硬件）。

从远程站点添加用户定义/手动事件：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服务器并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远程服务器和事件选项卡。

3. 此列表包含预定义的事件。单击添加以在列表中包括来自远程站点的用户定义或手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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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远程站点上的事件触发中央站点上的警报：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警报并选择警报定义。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警报定义，然后单击新增。

3. 根据需要输入值。

4. 在触发事件字段中，可在支持的预定义和用户定义事件之间进行选择。

5. 在来源字段中，选择用于代表您要从中生成警报的远程站点的远程服务器。

6. 完成后保存配置。

使用远程站点上的事件在中央站点上触发基于规则的动作：

1. 在中央站点上，展开规则和事件，并选择规则。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规则，然后单击添加规则。

3. 在显示的向导中，选择对 <事件>执行操作 。

4. 在编辑规则说明区域中，单击事件，并在支持的预定义和用户定义事件之间进行选择。单击确定。

5. 单击设备/记录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并选择用于代表您需要中央站点为其启动动作的远程站点的远程服务器。单击确
定。

6. 单击下一步，进入下一个向导页。

7. 选择您要为该规则应用的条件。如果不选择任何条件，将始终应用规则。单击下一步。

8. 选择动作，并在编辑规则说明区域中指定详细信息。单击下一步。

9. 如果需要，选择停止条件。单击下一步。

10. 如果需要，选择停止动作。单击完成。

远程连接服务

远程连接服务（已解释）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远程连接服务功能包含 Axis Communications 开发的 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技术。 它使系统能够从外部摄像机检索视频
（和音频），其中防火墙和/或路由器网络配置通常会阻止启动与此类摄像机的连接。实际通信通过安全通道服务器（ST服务
器）进行。ST服务器使用 VPN。只有持有有效密钥的设备才能在 VPN 中工作。这提供了一个安全通道，公共网络可以在这里
以安全的方式交换数据。
远程连接服务使您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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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 Axis Dispatch Service 中编辑凭据

l 添加、编辑和删除 ST服务器

l 注册/注销和编辑 Axis One-Click 摄像机

l 转到与 Axis One-Click 摄像机相关的硬件

为一键式摄像机连接安装安全通道服务器环境

在使用 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之前，必须先安装合适的 ST服务器环境。 要使用安全通道服务器（ST服务器）环境和
Axis One-click 摄像机，必须先与系统提供商联系，以获取 Axis Dispatch Services 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

要求

l 请与您的系统提供商联系，以获取 Axis Dispatch Services 所需的用户名和密码

l 确保您的摄像机支持 Axis 视频托管系统。 访问 Axis 网站查看支持的设备 (https://www.axis.com/products/axis-
guardian)

l 如果需要，请使用最新固件更新 Axis 摄像机。 访问 Axis 网站下载固件
(https://www.axis.com/techsup/firmware.php/)

1. 在每个摄像机的主页上，进入基本设置和 TCP/IP，然后选择启用 AVHS 和始终。

2. 从管理服务器，进入 MOBOTIX 下载页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并下载 AXIS One-
Click 软件。运行该程序以设置合适的 Axis 安全通道框架。

添加或编辑安全通道服务器

远程连接服务的通信通过安全通道服务器（ST服务器）进行。

1. 进行以下操作之一：

l 要添加 ST服务器，请右键单击 Axis 安全通道服务器顶层节点，然后选择添加 Axis 安全通道服务器

l 要添加 ST服务器，请右键单击它，然后选择编辑 Axis 安全通道服务器

2. 在打开的窗口中，填写相关信息。

3. 如果在安装 Axis One-Click Connection 组件时选择使用凭据，请选中使用凭据复选框，并填写与 Axis One-Click
Connection 组件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

4. 单击确定。

注册新的 Axis One-Click 摄像机
1. 要在 ST服务器下注册摄像机，请右键单击它并选择注册 Axis One-Click 摄像机。

2. 在打开的窗口中，填写相关信息。

3. 单击确定。

4. 摄像机现在出现在相关的 ST服务器下。

摄像机可以有以下颜色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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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 说明

红色 初始状态。已注册但未连接至 ST服务器。

黄色 已注册。已连接至 ST服务器，但未添加为硬件。

绿色 添加为硬件。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连接至 ST服务器。

添加新摄像机时，其状态始终为绿色。连接状态由总览窗格中的录制服务器上的设备反映出来。在总览窗格中，可将摄像机分
组以便更加轻松地总览摄像机。如果您选择此时不在 Axis 分派服务上注册摄像机，则可以稍后从右键单击菜单（选择编辑
Axis One-Click 摄像机）执行此操作。

智能地图

地理背景（已解释）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必须先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配置地理背景，然后才能选择地理背景。

l 基本世界地图 - 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提供的标准地理背景。它无需任何配置。此地图主要用作一般参考，
不包含国家边界、城市或其他详细信息之类的功能。但是，与其他地理背景类似，它也包含地理参考数据

l Bing Maps - 连接到 Bing Maps

l Google Maps - 连接到 Google Maps

l OpenStreetMap - 连接到：

l 您自己选择的商业性拼贴图服务器

l 您自己的在线或本地拼贴图服务器

请参阅指定 OpenStreetMap拼贴图服务器

Bing Maps 和 Google Maps 选项需要访问互联网，而且您必须从 Microsoft 或 Google 购买密钥。

除非使用自己的本地拼贴图服务器，否则 OpenStreetMap需要访问互联网。

如果您希望系统具有符合 EU GDPR 的安装，则可能不使用以下服务：

l Bing Maps

l Google M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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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情况下，Bing Maps 和 Google Maps 会显示卫星图像（卫星）。您可以更改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图像（例
如，更改为航空或地形）以查看不同的细节。

在以下对象中启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Management Client

可以通过在 Management Client 输入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的密钥，使其供多个用户使用。分配给配置文件的所有用户都将
使用此密钥。

步骤：

1. 在 Management Client 的站点导航窗格中，单击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在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窗格中，选择相关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属性窗格中，单击智能地图选项卡：

l 对于 Bing Maps，在 Bing Maps 密钥字段中输入基本密钥或企业密钥

l 对于 Google Maps，在 Google Maps 的私钥字段中输入地图静态 API 密钥

4. 为防止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使用不同的密钥，请选中已锁定复选框。

在以下对象中启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要允许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使用与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中的密钥不同的密钥，必须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设置中输入密钥：

步骤：

1.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打开设置窗口。

2. 单击智能地图。

3. 根据要使用的地图服务，执行下列操作之一：

l 对于 Bing Maps，在 Bing Maps 密钥字段中输入密钥

l 对于 Google Maps，在 Google Maps 的私钥字段中输入您的密钥

指定 OpenStreetMap 拼贴图服务器

如果您使用OpenStreetMap选项作为智能地图的地理背景，则必须指定检索拼贴图的位置。您可以通过指定拼贴图服务器地
址来执行此操作，可以使用商业性拼贴图服务器或本地拼贴图服务器。例如，如果您的组织有自己的区域（如机场或港口）地
图。

也可以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设置窗口中设置拼贴图服务器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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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客户端节点并单击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2.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属性窗格中，单击智能地图选项卡。

4. 在 OpenStreetMap 服务器字段中，输入拼贴图服务器地址。

5. 要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实施此设置，请选中锁定复选框。这样，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将无
法更改地址。

6. 保存更改。

启用 智能地图 编辑

仅当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启用编辑时，操作员才能在设置模式下，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编辑智能地图。如
果尚未启用，则需要为每个相关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启用编辑。

步骤：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客户端节点。

2. 单击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3. 在总览窗格中，选择相关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4. 在属性面板中，单击设置选项卡。

5. 在编辑智能地图列表中，选择可用。

6. 为每个相关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重复以上步骤。

7. 保存更改。下次将用户分配给所选的DeskClient配置文件时，登录至MOBOTIXHUBDeskClient即可编辑智能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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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禁用编辑，请在编辑智能地图列表中选择不可用。

在智能地图上启用编辑设备

您必须启用每个角色的设备编辑，以允许操作员执行以下操作：

l 在智能地图上放置输入设备或麦克风

l 在智能地图上调整摄像机的视野

可以允许操作员在智能地图上编辑以下设备类型：

l 摄像机

l 输入设备

l 麦克风

要求
在开始前，请确保已启用智能地图编辑（请参阅 第 246 页上的启用 智能地图 编辑）。您在与操作员角色关联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上执行此操作。

步骤：

1. 展开安全节点 > 角色。

2. 在角色窗格中，选择与操作员关联的角色。

3. 要提供角色编辑权限，请执行以下操作：

l 选择整体安全选项卡，然后在角色设置窗格中选择设备类型（例如摄像机或输入）

l 在允许列，选中完全控制或编辑复选框

4. 保存更改。

要为单个设备启用编辑功能，请转至设备选项卡，然后选择相关设备。

定义设备位置和摄像机方向、视野、深度（智能地图）

为确保摄像机处于智能地图上的正确位置，您可以设置设备的地理坐标。对于摄像机，您还可以设置方向、视野和视野深度。
进行上述任何设置后，下一次操作员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加载智能地图时，都会自动将设备添加到智能地图中。

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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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展开设备节点，然后选择设备类型（例如，摄像机或输入）。

2. 在设备窗格中，选择相关设备。

3. 在信息选项卡中，向下滚动到位置信息。

4. 在地理坐标字段中，按顺序指定纬度和经度坐标。使用句点作为小数点分隔符，并使用逗号分隔纬度和经度。

l 对于摄像机：

1. 在方向字段，输入 0 至 360 度范围内的值。

2. 在视野字段，输入 0 至 360 度范围内的值。

3. 在深度字段，输入视野深度（以米或英尺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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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保存更改。

您也可以在记录服务器上设置属性。

使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配置智能地图

当您使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的智能地图时，所有来自互联站点的设备都出现在智能地图上。请按照以下步
骤在联合体系结构中设置智能地图。

有关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72 页上的正在配置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1. 在将顶层站点与子站点连接之前，请确保已在各个站点的所有设备上指定了地理坐标。当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在智能地图上定位设备时，地理坐标会自动添加，但是您也可以在设备属性的 Management Client 中手动添
加。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47 页上的定义设备位置和摄像机方向、视野、深度（智能地图）。

2. 您必须将 Desk Client 操作员作为 Windows 用户添加在父站点和所有联合点上。至少在顶层站点上，Windows 用户
必须具有智能地图编辑权限。这使用户能够为顶层站点和所有子站点编辑智能地图。接下来，您需要确定子站点上的
Windows 用户是否需要智能地图编辑权限。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首先您在角色下创建 Windows 用户，然后
您启用智能地图编辑。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46 页上的启用 智能地图 编辑。

3. 在顶层站点上，您必须将子站点作为 Windows 用户添加到具有管理员权限的角色中。当您指定对象类型时，选择计算
机复选框。

4. 在每个子站点上，您必须将顶层站点作为 Windows 用户添加到顶层站点上使用的相同管理员角色。当您指定对象类型
时，选择计算机复选框。

5. 在顶层站点上，确保您能看到联合站点分层窗口。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前往视图，然后选择联合站点分层。将
每个子站点添加到顶层站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36 页上的将站点添加至层次结构。

6. 现在您可以测试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是否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有效。以管理员或操作员
的身份登录顶层站点，并打开包含智能地图的视图。如果设置正确，那么来自顶层站点和各个子站点的所有设备都会
出现在智能地图上。如果登录至其中一个子站点，您将只看到来自该站点及其子站点的设备。

若要在智能地图上编辑设备，例如摄像机的位置和角度，则用户需要设备编辑权限。有关详细信息，
请参阅 第 247 页上的在智能地图上启用编辑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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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
MOBOTIX建议您定期对系统配置进行备份，作为一项灾难恢复措施。

尽管配置丢失很少发生，但在某些令人遗憾的情况下仍会出现。通过技术或组织措施保护备份非常重要。

关于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已解释）

Management Client 系统提供了内置功能，用于备份可在中定义的所有系统配置。日志服务器数据库和日志文件（包括审核
日志文件）不包含在该备份中。

如果系统较大，MOBOTIX 建议定义计划备份。使用第三方工具完成：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该备份
包含与手动备份相同的数据。

备份期间，系统会保持联机状态。

备份系统配置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备份时间取决于：

l 您的系统配置

l 您的硬件

l 您是否在一台服务器或多台服务器上安装了 SQL Server、Event Server 组件和 Management Server 组件

每次进行手动或计划备份时，SQL 数据库的交易日志文件均会刷新。 有关如何刷新交易日志文件的其他信息，请参阅 第 101
页上的SQL 数据库交易日志（已解释）。

创建备份时，请确保您知道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对于符合 FIPS 140-2 的系统，如果使用不符合 FIPS的密码对 2017 R1 之前版本的 MOBOTIX HUB
VMS导出和存档媒体数据库进行了加密，则需要将数据存档在启用 FIPS之后仍可访问的位置。有关
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
FIPS 140-2 合规部分。

选择共享备份文件夹

在备份和还原任何系统配置之前，必须为该目的建立备份文件夹。

1. 右键单击通知区域的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图标，然后选择选择共享备份文件夹。

2. 在出现的窗口中，浏览至所需文件位置。

3. 单击确定两次。

4. 如果询问是否要删除当前备份文件夹中的文件，根据需求单击是或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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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动备份系统配置
1. 从菜单栏中选择文件 > 备份配置。

2. 阅读对话框中的注释，然后单击备份。

3. 输入 .cnf 文件的文件名。

4. 输入文件夹目标，然后单击保存。

5. 等待直到备份完成，然后单击关闭。

所有相关的系统配置文件都会组合为保存在特定位置的一个 .cnf 文件。备份期间，所有备份文件都会
首先导出至管理服务器上的临时系统备份文件夹。您可以通过右键单击通知区域的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图标，然后选择“选择共享备份文件夹”来选择其他临时文件夹。

从手动备份中恢复系统配置
重要信息

l 进行安装的用户和进行还原的用户都必须是管理服务器和以下服务器上的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的本地管理员： SQL
Server

l 在还原期间，除了记录服务器外，您的系统会完全关闭，这需要一些时间

l 备份只能在创建该备份的系统安装上还原。确保设置与制作备份时的设置尽可能相似。否则，还原可能失败

l 如果在还原过程中提示您输入系统配置密码，您必须提供在创建备份时有效的系统配置密码。没有此密码，您将无法
从备份中恢复配置

l 如果您生成 SQL 数据库的备份并在干净的 SQL Server 上还原它，则从 SQL 数据库中引发的错误将不工作，并且您将
只会从 SQL Server 收到一条常规错误消息。 为避免这种情况，请首先使用干净的 SQL Server 重新安装您的
MOBOTIX HUB 系统，然后在此基础上还原备份

l 如果在验证阶段还原失败，您可以再次启动旧配置，因为您未作任何更改
如果在流程其他地方还原失败，您无法回滚到旧配置
只要备份文件未损坏，您就可以执行其他还原

l 还原会替换当前配置。这意味着自上次备份起的所有配置更改都会丢失

l 不会还原任何日志，包括审核日志

l 还原一旦启动便无法取消
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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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右键单击通知区域的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图标，然后选择还原配置。

2. 阅读重要注释，然后单击还原。

3. 在打开文件对话框中，浏览至系统配置备份文件的位置，选择该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备份文件位于 Management Client 计算机上。如果 Management Client 安装在不同服务器
上，则在选择目标之前，将备份文件复制到该服务器。

4. 还原配置窗口即会打开。等待还原完成，然后单击关闭。

系统配置密码（已解释）

选择通过分配系统配置密码来对整体系统配置进行保护。分配系统配置密码后，备份将受此密码保护。密码设置存储在运行管
理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的一个安全文件夹中。您将需要此密码来：

l 从使用与当前密码设置不同的密码设置创建的配置备份中还原配置

l 由于硬件故障（恢复）在另一台计算机上移动或安装管理服务器

l 在具有集群的系统中配置其他管理服务器

可以在安装过程中或安装后分配系统配置密码。密码必须符合 Windows 密码策略定义的 Windows 复
杂性要求。

系统管理员必须保存此密码并确保其安全，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为您分配了系统配置密码，并且正
在还原备份，则可能会要求您提供系统配置密码。没有此密码，您将无法从备份中恢复配置。

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可以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在系统配置密码设置中，您有以下选项：

l 选择通过分配系统配置密码来对系统配置进行密码保护

l 更改系统配置密码

l 选择删除系统配置密码，不对系统配置进行密码保护

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更改密码时，系统管理员必须保存与不同备份关联的密码，并确保密码的安全。如果要还原备份，可
能会要求您提供在创建备份时有效的系统配置密码。没有此密码，您将无法从备份中恢复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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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改密码后，如果您的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则还必须在事件服务器上输
入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输入当前系统配置密码（事件服务器）。

要应用更改，必须重启管理服务器服务。

1. 找到管理服务器托盘图标，并确保该服务正在运行。

2. 右键单击通知区域的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图标，然后选择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3. 随即出现“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窗口。

分配密码

1. 在新密码字段中输入新密码。

2. 在确认字段中输入新密码，然后选择 Enter。

3. 阅读通知，然后单击是接受更改。

4. 等待更改确认，然后选择关闭。

5. 要应用更改，必须重启管理服务器服务。

6. 重启后，确保管理服务器正在运行。

删除密码保护

如果不需要密码保护，您可以选择退出：

1. 选中复选框：我选择不使用系统配置密码，并且了解系统配置不会被加密，然后单击 Enter。

2. 阅读通知，然后单击是接受更改。

3. 等待更改确认，然后选择关闭。

4. 要应用更改，必须重启管理服务器服务。

5. 重启后，确保管理服务器正在运行。

输入系统配置密码设置（恢复）

如果由于硬件故障或其他原因删除了保存密码设置的文件，您将需要提供系统配置密码设置才能访问保存系统配置的数据库。
在新计算机上安装期间，将要求您输入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但是，如果保存密码设置的文件已删除或损坏，并且运行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没有其他问题，则可以选择输入系统配置密码设
置：

1. 找到管理服务器托盘图标。

2. 右键单击通知区域的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图标，然后选择输入系统配置密码。

3. 随即出现“输入系统配置密码设置”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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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配置采用密码保护

1. 在密码字段中输入密码，然后选择 Enter。

2. 等待密码被接受。选择关闭。

3. 确保管理服务器正在运行。

系统配置不采用密码保护

1. 选中复选框：该系统不使用系统配置密码，选择Enter。

2. 等待设置被接受。选择关闭。

3. 确保管理服务器正在运行。

手动备份系统配置（已解释）

如果要对包含系统配置的管理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执行手动备份，请确保系统保持联机状态。 管理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的默
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

启动备份之前要考虑这些事项：

l 不能使用 SQL 数据库的备份将系统配置复制到其他系统

l 备份 SQL 数据库可能需要一些时间。 它取决于系统配置、硬件，以及 SQL Server、管理服务器和 Management
Client 是否安装在相同计算机上

l 由于日志（包括审核日志）存储在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中，因此它们不是管理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备份的一部
分。 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的默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LogServerV2。 您以相同的方式备份这两个 SQL 数据库。

备份和还原事件服务器配置（已解释）

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时，事件服务器配置的内容会包含在内。

首次运行事件服务器时，会自动将其全部配置文件移动到 SQL 数据库。 可以将还原后的配置应用到事件服务器，而无需重新
启动事件服务器，并且在加载配置还原时事件服务器能够启动和停止所有外部通信。

系统配置的计划备份和还原（已解释）

管理服务器会在 SQL 数据库中存储本系统的配置。 MOBOTIX 建议您定期对此 SQL 数据库进行计划备份，作为一项灾难恢复
措施。 尽管系统配置丢失很少发生，但在某些令人遗憾的情况下仍会出现。 幸运的是，备份仅需一分钟，而且备份还具有刷
新 SQL 数据库交易日志的额外好处。

如果具有小型安装，并且不需要计划备份，则可以手动备份系统配置。有关说明，请参阅 第 254 页上的手动备份系统配置
（已解释）。

在备份/还原管理服务器时，确保将具有系统配置的 SQL 数据库包含在备份/还原中。

使用计划备份和还原的要求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该工具可从其网站 (https://www.microsoft.com/downloads/) 免费下载。

除了管理 SQL Server 及其数据库以外，该工具还包括一些简单易用的备份和还原功能。 在管理服务器上下载和安装该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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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计划备份来备份系统配置
1.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启动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2. 在连接时，指定所需 SQL Server 的名称。 使用用于创建 SQL 数据库的帐户。

1. 找到包含整个系统配置（包括事件服务器、记录服务器、摄像机、输入、输出、用户、规则、巡视配置文件
等）的 SQL 数据库。 此 SQL 数据库的默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

2. 制作 SQL 数据库的备份，并确保：

l 验证所选 SQL 数据库为正确的数据库

l 验证备份类型为全部

l 设置重复备份的计划。您可以在 Microsoft 网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en-us/sql/relational-
databases/logs/the-transaction-log-sql-server?view=sql-server-2017) 上阅读有关计划备份和自动
备份的详细信息

l 验证建议的路径是否合乎需求或选择其他路径

l 选择完成后验证备份和写入媒体前检查校验和

3. 遵循工具中的说明操作到最后步骤。

还考虑使用相同方法备份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包含日志）。 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的默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LogServerV2。

从计划备份恢复系统配置

要求
要避免在还原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时对系统配置进行更改，请停止：

l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请参阅 第 265 页上的管理服务器服务）

l Event Server 服务（可从 Windows 服务（在您的计算机上搜索 services.msc。在服务中，定位 MOBOTIX HUB
Event Server）完成）

l 万维网发布服务，也称为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了解关于如何停止 IIS
(https://technet.microsoft.com/library/cc732317(WS.10).aspx/) 的信息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打开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在该工具中执行以下操作：

1. 在连接时，指定所需 SQL Server 的名称。 使用用于创建 SQL 数据库的用户帐户。

2. 找到包含整个系统配置（包括事件服务器、记录服务器、摄像机、输入、输出、用户、规则、巡视配置文件等）的
SQL 数据库（默认名称为 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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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制作 SQL 数据库的还原，并确保：

l 选择从设备备份

l 选择备份媒体类型文件

l 找到并选择备份文件 (.bak)

l 选择改写现有数据库

4. 遵循工具中的说明操作到最后步骤。

使用相同的方法还原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包含日志）。 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的默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LogServerV2。

当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停止时，系统也不工作。记住在完成数据库还原后要立即再次启动所有
服务，这一点很重要。

备份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

使用处理系统配置的相同方法（如上文所述）处理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 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包含您的所有系统日
志，其中包括记录服务器和摄像机报告的错误。 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的默认名称是 SurveillanceLogServerV2。

SQL 数据库位于日志服务器的 SQL Server 上。 通常，日志服务器和管理服务器在相同的 SQL Server 上都具有其 SQL 数据
库。 由于日志服务器 SQL 数据库不包含任何系统配置，因此对其进行备份并非至关重要，但是您可能会意识到在管理服务器
备份/还原之前访问其中的系统日志的好处。

备份和还原失败与问题情境（已解释）
l 如果在上次系统配置备份后，移动了 event server 或其他已注册服务（如 log server），则必须为新系统选择需要哪

个已注册服务配置。可以决定在将系统还原至旧版本后保持新配置。通过查看服务的主机名进行决定。

l 如果由于eventserver未位于指定目标（例如，选择旧的已注册服务安装时）而导致系统配置的还原失败，则进行其他
还原。

l 如果要还原配置备份并输入了错误的系统配置密码，则必须提供在创建备份时有效的系统配置密码。

移动 management server
管理服务器会在 SQL 数据库中存储您的系统配置。 如果将管理服务器从一个物理服务器移动到另一个物理服务器，则务必确
保新管理服务器也能访问该 SQL 数据库。 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可通过下列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储：

l 网络 SQL Server： 如果在网络上的 SQL Server SQL 数据库中存储您的系统配置，则在新管理服务器上安装管理服务
器软件时，可指向 SQL 数据库在该 SQL Server 上的位置。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以下关于管理服务器主机名和 IP 地址
的段落适用，您应该忽略本主题的其余部分：

管理服务器主机名 和 IP 地址：当您将管理服务器从一台物理服务器移动到另一台物理服务器时，目前最简单的方法
是为新服务器分配与旧服务器相同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这是因为记录服务器自动连接到旧管理服务器的主机名和 IP
地址。 如果为新的管理服务器提供新的主机名和/或 IP 地址，则记录服务器无法找到管理服务器，您必须手动停止系
统中的每项 Recording Server 服务，更改其管理服务器 URL，再次注册记录服务器，并在完成后，启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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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本地 SQL Server： 如果在管理服务器自身上的 SQL Server SQL 数据库中存储您的系统配置，则需要在移动之前备份
现有管理服务器的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 通过备份 SQL 数据库，随后将其还原到新管理服务器上的 SQL Server，您
可以避免在移动后重新配置摄像机、规则、时间配置文件等

如果移动管理服务器，则需要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才能还原备份，请参阅 第 252 页上的系统配置密码
（已解释）。

要求

l 用于在新管理服务器上进行安装的软件安装文件

l 您在购买系统和最初安装系统时收到的软件许可证文件 (.lic)。 不应使用在手动脱机激活许可证后收到的已激活的软件
许可证文件。已激活的软件许可证文件中包含有关安装系统的特定服务器的信息。因此，在移动到新服务器时，无法
重复使用已激活的软件许可证文件

如果您还要升级与该移动相关的系统软件，您应已收到新的软件许可证文件。只需使用该文件即可。

l 仅本地 SQL Server 用户： Microsoft® SQL Server Management Studio

l 在管理服务器不可用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 257 页上的不可用的管理服务器（已解释））

l 复制日志服务器数据库（请参阅 第 256 页上的备份日志服务器的 SQL 数据库）

不可用的管理服务器（已解释）
l 记录服务器仍可录制：当前正在工作的任何记录服务器都会从管理服务器接收到其配置的副本，从而可以在管理服务

器关闭时自行使用和存储记录。因此，计划的录制和移动触发的录制都会工作，事件触发的录制也会工作（除非它们
所基于的、与管理服务器或其他任何记录服务器相关的事件进入管理服务器）

l 记录服务器将暂时在本地存储日志数据：在记录服务器重新变为可用时，它们会自动将日志数据发送到管理服务器：

l 客户端无法登录：客户端访问权通过管理服务器授权。没有管理服务器，客户端便无法登录

l 已登录的客户端可以在最长四小时内保持登录状态：在客户端登录后，它们已通过管理客户端授权，可以与记
录服务器在最长四小时内进行通信。如果可以在四小时内使新管理服务器上线并运行，大多数用户都不会受到
影响

l 无法配置系统：如果没有管理服务器，便无法更改系统配置

MOBOTIX 建议您将在管理服务器中断时可能丢失与监控系统的联系这一风险通知给用户。

移动系统配置

移动系统配置包含三个步骤：

1. 制作系统配置备份。这与进行计划备份相同。另请参阅 第 255 页上的通过计划备份来备份系统配置。

2. 在新服务器上安装新 management server。请参阅计划备份，步骤 2。

3. 将系统配置还原到新系统。另请参阅 第 255 页上的从计划备份恢复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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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记录服务器
如果记录服务器出现故障，并且您希望使用继承旧记录服务器设置的新服务器进行更换：

1. 从旧的记录服务器检索记录服务器 ID：

1. 选择记录服务器，然后在总览窗格中选择旧记录服务器。

2. 选择存储选项卡。

3. 在按住键盘上 CTRL 键的同时选择信息选项卡。

4. 复制信息选项卡靠下部分中的记录服务器 ID编号。不要复制文字 ID，而是仅复制编号本身。

2. 替换新记录服务器上的记录服务器 ID：

1. 停止旧记录服务器上的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然后在 Windows 的服务中将服务的启动类型设置为已禁用。

不同时启动两台具有相同 ID的记录服务器很重要。

2. 在新的记录服务器上 MOBOTIXMOBOTIX HUB，打开资源管理器并转至 C:\ProgramData\\ Recording
Server 或您的记录服务器所在的路径。

3. 打开文件 RecorderConfig.xml。

4. 删除在标签 <id> 和 </id> 之间声明的 ID。

5. 在 <id> 和 </id> 标签之间粘贴复制的记录服务器 ID。保存 RecorderConfig.xml文件。

6. 转到注册表：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Wow6432Node\VideoOS\Recorder\Installation。

7. 打开 RecorderIDOnMachine 并使用新 ID更改旧记录服务器 ID。

3. 在管理服务器上注册新的记录服务器。 为此，请用右键单击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然后单击注册。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45 页上的注册记录服务器。

4. 重启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在新的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启动时，它会继承旧记录服务器的所有设置。

移动硬件
可以在属于同一个站点的记录服务器之间移动硬件。移动后，硬件及其设备将在新记录服务器上运行，并且新记录将存储在该
服务器上。此移动对于客户端用户是透明的。

旧记录服务器上的记录将保存，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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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系统在保留时间到期时删除它们。已由某用户使用证据锁定（请参阅 第 58 页上的证据锁定（已解释））保护的记录不
会被删除，除非证据锁定的保留时间到期。在创建证据锁定时，需为它们定义保留时间。保留时间可能永远不会到期

l 您可在录制选项卡上从每个设备的新记录服务器中删除它们

如果尝试删除仍包含记录的记录服务器，您会收到警告。

如果将硬件移动到当前尚未向其添加硬件的记录服务器，客户端用户必须注销并登录才能从设备接收
数据。

您可以使用硬件移动功能执行以下操作：

l 负载平衡：例如，如果记录服务器上的磁盘过载，您可以添加新记录服务器并移动一些硬件

l 升级：例如，如果必须将用于托管记录服务器的服务器更换为更新的型号，您可以安装新记录服务器，并将硬件从旧
服务器移动到新服务器

l 更换损坏的记录服务器：例如，如果服务器处于脱机状态并且将永远不再联机，则您可以将硬件移动到其他记录服务
器，从而使系统保持运行。您将无法访问旧记录。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58 页上的更换记录服务器。

远程记录

当将硬件移动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时，系统会从摄像机上的互连站点或边缘存储取消正在进行或计划进行的检索。记录不会删
除，但数据不会如预期那样被检索和保存在数据库中。在这种情况下，您会收到警告。对于在您启动硬件移动时已开始执行检
索的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检索会失败。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将得到通知，并且可稍后重试。

如果他人已在远程站点上移动硬件，则您必须使用更新硬件选项手动同步中央站点，以反映远程站点的新配置。如果不同步，
移动的摄像机会保持与中央站点断开连接。

移动硬件（向导）

要将硬件从一个记录服务器移动到另一个记录服务器，请运行移动硬件向导。该向导将引导您执行必要步骤以完成一个或多个
硬件设备的移动。

要求
启动向导之前：

l 确保新记录服务器可以通过网络访问物理摄像机

l 安装要向其移动硬件的记录服务器（请参阅 第 121 页上的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安装（已解释） 或 第 128 页上的
以静默方式安装 recording server）

l 在新记录服务器上安装与现有服务器上所运行的设备软件包版本相同的设备软件包版本（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设备驱
动程序（已解释））

要运行向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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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在总览窗格中，右键单击要从中移动硬件的记录服务器，或右键单击某个特定硬件设备。

3. 选择移动硬件。

如果您要从中移动硬件的记录服务器已断开连接，将出现错误消息。只有在您确信已断开的记
录服务器永不重新联机时，才选择从此记录服务器移动硬件。如果随便地移动硬件，且服务器
重新联机，则系统可能会发生异常行为，因为一段时间内会在两个记录服务器上运行相同的硬
件。例如，可能的问题包括许可证错误或者事件未发送到正确的记录服务器。

4. 如果您已从记录服务器级别启动此向导，将显示选择您要移动的硬件页面。选择您要移动的硬件设备。

5. 在选择您要将硬件移动到的记录服务器页面中，从此站点上已安装的记录服务器的列表中选择。

6. 在选择要用于将来的记录的存储页面中，存储使用情况条栏表示记录数据库中仅用于实时记录而不用于存档的可用空
间。总保留时间是记录数据库和存档的保留期限。

7. 系统将处理您的请求。

8. 如果移动成功，单击关闭。如果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选择新记录服务器，您可以查看移动的硬件，并且记录现在
将存储在此服务器上。

如果移动失败，您可以在下面对问题进行故障排除。

在互连系统中，您必须在远程站点上移动硬件后手动同步中央站点，以反映您或其他系统管理
员在远程站点进行的更改。

硬件移动故障排除

如果移动未成功，可能是由下列原因之一导致：

错误类型 故障排除

记录服务器未连接或处于故障转移模式。
确保记录服务器已联机。您可能需要注册它。

如果服务器处于故障转移模式，则等待并重试。

记录服务器不是最新版本。
更新 recording server，以便它运行与 management server 相同的
版本。

在配置中找不到记录服务器。 确保记录服务器尚未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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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类型 故障排除

更新配置失败，或与配置数据库的通信失败。 确保您的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已连接并正在运行。

在当前记录服务器上停止硬件失败
可能另一个进程已锁定记录服务器，或记录服务器处于错误模式。

确保记录服务器正在运行，然后重试。

硬件不存在。
确保您尝试移动的硬件未同时被其他用户从系统中删除。不太可能出现
该情况。

已从其移动硬件的记录服务器重新联机，但您
已在其处于脱机状态时选择忽略它。

最有可能的是，您已经在启动移动设备向导时接受了将永不联机的旧记
录服务器，但在移动过程中该服务器变为联机状态。

再次启动向导，并在系统要求您确认服务器是否重新联机时选择否。

源记录存储不可用。

您试图移动的硬件设备配置了记录存储，而记录存储目前处于脱机状
态。

如果硬盘脱机或不可用，则记录存储脱机。

确保记录存储处于联机状态，然后重试。

目标记录服务器上的所有记录存储必须可用。

您试图将硬件移动到一个或多个记录存储目前脱机的硬件。

请确保目标记录服务器上的所有记录存储都处于联机状态。

如果硬盘脱机或不可用，则记录存储脱机。

更换硬件
如果将网络上的硬件设备更换为其他硬件设备，则必须知道新硬件设备的 IP 地址、端口、用户名和密码。

如果尚未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请参阅 第 89 页上的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已解释）），并且已使用
所有无需激活的设备变更（请参阅第 88 页上的许可证激活（已作说明）），则必须在更换硬件设备之
后手动激活许可证。如果新硬件设备数量超出设备许可证总数，则必须购买新的设备许可证。

1. 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右键单击要更换的硬件。

2. 选择更换硬件。

3. 出现更换硬件向导。单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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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向导中的地址字段（用图像中的红色箭头标记），输入新硬件的 IP 地址。在已知的情况下，可从硬件驱动程序下拉
列表中选择相关的驱动程序。否则选择自动检测。如果端口、用户名或密码数据对于新硬件不同，请在启动自动检测
过程之前进行修正（如果需要）。

向导会使用来自现有硬件的数据进行预填充。如果用相似的硬件设备进行更换，可重新使用这些数据中的一些，例如
端口和驱动程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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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进行以下操作之一：

l 如果直接从列表选择了所需的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则单击下一步

l 如果在列表中选择了自动侦测，则单击自动侦测，等待流程成功（用最左端的 标记），然后单击下一步

该步骤旨在帮助您映射设备及其数据库，具体取决于分别连接至旧硬件设备和新硬件设备的摄像机、麦克风、
输入、输出等的数目。

考虑如何将数据库从旧硬件设备映射至新硬件设备的数据库很重要。通过在右侧列中选择相应摄像机、麦克
风、输入、输出或无，可进行各设备的实际映射。

确保映射所有摄像机、麦克风、输入、输出等。内容已映射到无，则为丢失。

单击下一步。

6. 您将看到要添加、替换或删除的硬件的列表。单击确认。

7. 最后一步是已添加、更换和继承的设备及其设置的摘要。单击复制到剪贴板将内容复制到 Windows 剪贴板和/或单击
关闭以结束向导。

更新您的硬件数据
为确保您的硬件设备和系统使用的是相同的固件版本，您需要手动更新 Management Client 中硬件设备的硬件数据。
MOBOTIX建议您在每次固件升级后更新硬件数据，以便更新您的硬件设备。

若要获取最新的硬件数据：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记录服务器。

2. 展开所需的记录服务器，然后选择您想要获取最新信息的硬件。

3. 在信息选项卡的属性窗格上，单击上次更新的硬件数据字段中的更新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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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向导会检查系统是否在运行硬件的最新固件。

选择确认以更新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信息。 更新完成后，系统侦测到的硬件设备当前固件版本会出现在信息选
项卡的固件版本字段内。

管理 SQL Server 和数据库

更改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地址（已解释）

作为试用版安装系统时，或重建大型安装时，可能需要使用不同的 SQL Server 和数据库。 可以使用 Update SQL Server
Address 工具进行该操作。

利用该工具，您可以更改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所用的 SQL Server 的地址和数据库，以及日志服务器所用的 SQL Server
的地址和数据库。 唯一的限制是，您不能在更改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的 SQL 地址的同时更改日志服务器的 SQL 地址。
可以依次进行。

您必须在安装了管理服务器、事件服务器和日志服务器的计算机上本地更改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地址。 如果管理服务器和事
件服务器安装在不同的计算机上，则必须在两台计算机上都运行 Update SQL Server Address 工具。

操作之前，必须复制 SQL 数据库。

更改日志服务器的 SQL Server 和数据库
1. 转到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将文件夹 %ProgramFiles%\MOBOTIX\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Tools\ChangeSqlAddress\（连同内容）复制到事件服务器上的临时文件夹。

2. 将您复制的文件夹粘贴到安装了日志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的临时位置，然后运行其中包括的文件：
VideoOS.Server.ChangeSqlAddress.exe。即会出现更新 SQL Server 地址对话框。

3. 选择Log Server，然后单击下一步.

4. 输入或选择新的 SQL Server，然后单击下一步。

5. 选择新 SQL 数据库，然后单击选择。

6. 等待地址更改。单击确定以确认。

更改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的 SQL 地址

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使用相同的 SQL 数据库。

1. 如果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位于：

1. 同一台计算机上，并且您想更新 SQL 地址，请转到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

2. 不同计算机上，并且您想更新管理服务器的 SQL 地址（并且之后更新事件服务器 SQL 地址），请转到安装了
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

3. 不同计算机上，并且您只想更新事件服务器 SQL 地址（或您已更新管理服务器上的 SQL 地址），请转到安装
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将目录 %ProgramFiles%\MOBOTIX\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Tools\ChangeSqlAddress\（连同其内容）复制到事件服务器上的临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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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您选择：

1. 步骤 1.1 和 1.2，请转到任务栏的通知区域。右键单击 Management Server 图标，选择更新 SQL 地址。重
复该过程，以更新事件服务器 SQL 地址。

2. 步骤 1.3，将您复制的目录粘贴到安装事件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的临时位置，然后运行其中包括的文
件：VideoOS.Server.ChangeSqlAddress.exe。

3. 即会出现更新 SQL Server 地址对话框。 选择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然后单击下一步。

4. 输入或选择新的 SQL Server，然后单击下一步。

5. 选择新 SQL 数据库，然后单击选择。

6. 等待地址更改。当显示确认消息时，单击确定。

管理服务器服务
在运行服务器服务的计算机上，可以在通知区域中找到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标。通过这些图标，您可以获取有关服务的信息并
执行某些任务。例如，其中包括检查服务的状态、查看日志或状态消息，以及启动和停止服务。

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标（已解释）

表中的托盘图标显示管理服务器、记录服务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上运行的服务的不同状态。它们在安装了服
务器的计算机上可见，位于通知区域中：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
盘图标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托
盘图标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
标

说明

运行中

启用并启动服务器服务时出现。

如果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在运行，则在标准记
录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它
可以接管。

已停止

服务器服务已停止运行时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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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
盘图标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托
盘图标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
标

说明

如果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停止运行，则在标准
记录服务器出现故障时
它无法接管。

启动

服务器服务正在启动时出现。在正常情况下，
托盘图标会在短时间后变为正在运行。

停止

服务器服务正在停止运行时出现。在正常情况
下，托盘图标会在短时间后变为已停止。

处于不确定状态

初次加载服务器服务时出现，直到收到第一条
信息，在此基础上，托盘图标在正常情况下会
更改为启动，然后更改为运行。

脱机运行

通常在记录服务器或故障转移记录服务正在运
行但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未运行时出
现。

启动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指示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的状态，例如运行中。通过该图标，您可以启动或
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如果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您将无法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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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如果该服务已停止，请单击启动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来启动它。托盘图标将会更改以反映新的状态。

3. 要停止服务，请单击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有关托盘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65 页上的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标（已解释）。

启动或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指示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的状态，例如运行中。通过该图标，您可以启动或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如果您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系统将无法与连接到服务器的设备进行交互。这意味着无法查
看实时视频或记录视频。

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如果该服务已停止，请单击启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来启动它。托盘图标将会更改以反映新的状态。

3. 要停止服务，请单击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有关托盘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65 页上的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标（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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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 Management Server 或 Recording Server 的状态消息
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相关的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选择显示状态消息。根据服务器类型，会出现 Management Server 状态消息或 Recording Server 状态消息窗口，
其中会列出添加有时间戳的状态消息：

管理加密使用的是 Server Configurator

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 来选择本地服务器上的证书以进行加密通信，并注册服务器服务以使其有资格与服务器进行通信。

从 Windows 开始菜单、管理服务器托盘图标或者录制服务器托盘图标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请参阅 第 307 页上的
Server Configurator（实用工具）。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有关如何保护 MOBOTIX HUB VMS安装的证书指南。

启动、停止和重启 Event Server 服务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指示 Event Server 服务的状态，例如运行中。通过该图标，您可以启动、停止或重启 Event
Server 服务。如果您停止该服务，系统的某些部分将不会工作，包括事件和警报。但是，您仍然可以查看和记录视频。有关
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69 页上的停止 Event Server 服务。

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如果该服务已停止，请单击启动 Event Server 服务来启动它。托盘图标将会更改以反映新的状态。

3. 要重启或停止服务，请单击重启 Event Server 服务或停止 Event Server 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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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托盘图标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65 页上的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标（已解释）。

停止 Event Server 服务

在 Event Server 上安装 MIP 插件时，首先必须停止 Event Server 服务，然后重新启动它。在停止该服务后，视频管理软件
系统的许多区域将不会工作：

l 不会将事件或警报存储在事件服务器上。但是，系统和设备事件仍会触发动作，如开始录制

l 附加产品无法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使用，也无法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

l 分析事件不会工作

l 常规事件不会工作

l 不会触发警报

l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地图视图项目、警报列表视图项目和警报管理器工作区不会工作

l 事件服务器上的 MIP 插件无法运行

l Management Client 和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 MIP 插件无法正常运行

查看事件服务器或 MIP 日志

您可以在 Event Server 日志中查看有关 Event Server 活动的时间标记信息。在事件服务器文件夹的子文件夹的 MIP 日志中
记录了有关第三方集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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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要查看 Event Server 日志中最新的 100 行，请单击显示事件服务器日志。显示日志查看器。

1. 要查看日志文件，请单击打开日志文件。

2. 要打开日志文件夹，请单击打开日志文件夹。

3. 要查看 MIP 日志中最新的 100 行，请返回到上下文菜单，然后单击显示 MIP 日志。显示日志查看器。

如果有人从日志目录删除了日志文件，则菜单项将变灰。要打开日志查看器，首先需要将日志文件复
制回到其文件夹中：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或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MIPL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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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

如果在管理服务器中更改了系统配置密码，则也必须在事件服务器中输入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

如果您未在事件服务器中输入当前密码，则系统组件（例如访问控制）将停止工作。

1. 在通知区域中，右键单击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随即显示上下文菜单。

2. 要输入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请单击输入当前的系统配置密码。会显示一个窗口。

3. 输入与管理服务器中输入的相同的系统配置密码。

管理已注册服务
有时可能需要能够与系统通信的服务器和/或服务，即使它们并不直接是系统的一部分。某些服务（但并非所有）可自动在系
统中注册自己。可自动注册的服务有：

l Event Server 服务

l Log Server 服务

自动注册的服务显示在已注册服务列表中。

可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手动将服务器/服务指定为已注册服务。

添加和编辑已注册服务
1. 在添加/删除已注册服务窗口中，根据需求单击添加或编辑。

2. 在添加已注册服务或编辑已注册服务窗口中（根据之前的选择），指定或编辑设置。

3. 单击确定。

管理网络配置

利用网络配置设置，可指定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器 LAN 和 WAN 地址，以便管理服务器和受信任服务器能够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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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添加/删除已注册服务窗口中，单击网络。

2. 指定管理服务器的 LAN 和/或 WAN IP 地址。

如果所有相关服务器（管理服务器和受信任服务器）位于本地网络，只需指定 LAN 地址。如果一台或多台相关服务器
通过互联网连接访问系统，则必须还指定 WAN 地址。

3. 单击确定。

已注册服务属性

在添加已注册服务或编辑已注册服务窗口中，指定以下内容：

组件 要求

类型 已预填充的字段。

名称 已注册服务的名称。Management Client 名称仅用于在中显示的目的。

URL

单击添加来添加已注册服务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如果指定主机名作为 URL 的一部分，则主机必须在网络上存在
并且可用。URL 必须以 http:// 或 https:// 开始，并且不得包含以下任意字符：< > & ' " * ? | [ ] "。

典型 URL 格式的示例：http://ipaddress:port/directory（端口和目录是可选的）。您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一个以
上的 URL。

受信
任

如果应立即信任已注册服务，则选择该项（这是通常出现的情况，但利用该选项可以灵活地添加已注册服务，然
后通过稍后编辑已注册服务将其标记为已注册）。

如果更改受信任状态，也会更改共享为相关已注册服务定义的一个或多个 URL 的其他已注册服务的状态。

说明 已注册服务的说明。Management Client 说明仅用于在中显示的目的。

高级
如果是高级服务，它将具有需要为您定义的每个主机地址设置的特定 URI 方案（例如 HTTP、HTTPS、TCP 或
UDP）。 因此，主机地址有多个端点，每个端点均具有自己的方案，以及该方案的主机地址和 IP 端口。

删除设备驱动程序（已解释）
如果您的计算机上不再需要设备驱动程序，可从系统中删除设备软件包。遵循删除程序的标准 Windows 步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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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已安装多个设备软件包，并且无法删除安装文件，那么您可以使用设备软件包安装文件夹中的脚本来彻底删除文件。

如果删除了设备驱动程序，记录服务器和摄像机设备将无法再通信。在升级时请勿删除设备软件包，可在旧版本基础上安装新
版本。只有卸载了整个系统时，才可以删除设备软件包。

删除记录服务器

如果删除记录服务器，将删除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为记录服务器指定的所有配置，包括记录服务
器的所有相关硬件（摄像机、输入设备等）。

1. 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想要删除的记录服务器。

2. 选择删除记录服务器。

3. 如果确定，单击是。

4. 记录服务器及其所有相关硬件即会被删除。

删除记录服务器上的所有硬件

删除硬件时，所有与硬件相关的录制数据将会被永久性删除。

1. 右键单击想要删除所有硬件的记录服务器。

2. 选择删除所有硬件。

3. 确认删除。

更改管理服务器计算机的主机名
如果管理服务器是通过其完全限定的域名 (FQDN) 或主机名寻址的，则对计算机主机名的更改将在 MOBOTIX HUB 中具有必
须考虑和处理的含义。

通常，应谨慎计划更改管理服务器的主机名，因为此后可能需要进行大量清理。

在以下各部分中，您可以查看更改主机名的含义总览。

证书的有效性

证书用于加密服务之间的通信，并且证书安装在运行一项或多项 MOBOTIX HUB 服务的所有计算机上。

根据证书的创建方式，证书可以与安装它们的计算机相关联，并且只有在计算机名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才有效。

有关如何创建证书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证书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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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更改计算机名称，则使用的证书可能会失效，并且MOBOTIXHUBVMS无法启动。要使系统重新启动并运行，请完成以下
步骤：

l 创建新证书，然后将其重新安装到环境中的所有计算机上。

l 在每个计算机上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 来应用新证书，以启用使用新证书进行的加密。

这将触发新证书的注册，并使系统重新启动和运行。

注册服务的客户数据属性丢失

如果您在更改管理服务器地址等操作后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 完成注册，则对注册服务信息的任何编辑都将被覆盖。因
此，如果您更改了已注册服务的信息，则必须对使用更改后的名称注册到计算机的管理服务器上的所有服务再次应用此更改。

可以为注册服务编辑的信息位于工具 > 注册服务 > 编辑下：

l 受信任

l 高级

l 外部标记

l 任何手动添加的 URL

主机名更改可以触发 SQL Server 地址更改

如果 SQL Server 与管理服务器位于同一个计算机上，并且此计算机的名称已更改，则 SQL Server 的地址也将更改。这意味
着，对于位于不同计算机上的组件以及本地计算机上使用计算机名而不是连接到 SQL Server 的本地主机的组件，必须更新
SQL Server 地址。这特别适用于使用与 Management Server 相同的数据库的 Event Server.它也可能适用于使用不同数据库
但很可能在同一 SQL 服务器上的 Log Server。

有关如何更新 Event Server 和 Management Server 的 SQL 地址的更多信息，请参阅更改管理服务器和事件服务器的 SQL
地址。必须在 Windows 注册表中更新 Log Server 的 SQL 服务器地址。

在 中进行主机名更改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对位于MOBOTIXFederatedArchitecture设置中的计算机名称进行更改将产生以下影响，这适用于在工作组内部和跨域连接
站点时。

站点的主机是架构中的根节点

如果更改架构中运行中央站点的计算机的名称，则所有子节点将自动重新附加到新地址。因此，在此情况下，重命名不需要任
何操作。

站点的主机是架构中的子节点

为避免在更改运行一个或多个联合站点的计算机名称时出现连接问题，您必须在重命名计算机之前向受影响的站点添加备用地
址。受影响的站点是将重命名其主机的节点。有关由于未准备或不可预测的主机名更改而导致的连接问题以及如何解决此类问
题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问题：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的父节点无法连接到子节点。

必须在站点导航或联合站点分层窗格的属性窗格中添加备用地址。必须满足以下先决条件：

274 / 458



维护

l 必须添加备用地址才能重命名主机计算机

l 备用地址必须反映主机计算机的未来名称（重命名时）

有关如何访问属性窗格的信息，请参阅设置站点属性。

为确保尽可能顺利地进行更新，请在主机名将更改的节点的父节点上停止 Management Client。否
则，请在计算机重命名后停止并重新启动客户端。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此外，请确保您提供的备用地址反映在中央站点的联合站点分层窗格中，如果没有，请停止并重新启
动 Management Client。

主机被重命名并且您重新启动了计算机后，联合站点将自动切换到新地址。

管理服务器日志
以下是服务器日志的类型：

l 系统日志

l 审核日志

l 规则触发日志

这些用于记录系统的使用情况。这些日志位于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服务器日志下。

有关用于故障排除和调查软件错误的日志的信息，请参阅 第 279 页上的调试日志（已作说明）。

识别用户活动、事件、操作和错误

使用日志可获取系统中用户活动、事件、操作和错误的详细记录。

要查看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日志，请转到网站导航窗格，然后选择服务器日志。

日志类型 记录了什么？

系统日志 记录系统相关信息。

审核日志 用户活动

规则触发日志
记录用户指定创建新 <日志条目> 操作的规则。有关 <日志
条目> 操作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操作和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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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查看其他语言的日志，请参阅选项下的 第 292 页上的“常规”选项卡（选项）。

要将日志导出为逗号分隔值（.csv）文件，请参见导出日志。

要更改日志设置，请参阅 第 294 页上的“服务器日志”选项卡（选项）。

筛选日志

在每个日志窗口中，您可以应用筛选器以查看日志条目，例如，特定时间范围、设备或用户。

根据用户界面中当前可见的日志条目生成筛选器。

1.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选择服务器日志。默认会出现系统日志选项卡。

要在日志类型之间导航，请选择其他选项卡。

2. 在选项卡下，选择一个过滤器组，例如类别、源类型或用户。

出现筛选器列表。过滤器列表最多显示 1000 个筛选器。

3. 选择要应用它的过滤器。再次选择过滤器以将其删除。

可选：在过滤器列表中，选择仅显示应用的过滤器以仅查看您应用的过滤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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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日志时，导出内容的变化取决于您应用的筛选器。有关导出的信息，请参阅 导出日志。

导出日志

例如，导出日志可帮助您将日志条目保存到日志保留期之外。您可以将日志导出为逗号分隔值（.csv）文件。

导出日志：

1. 选择右上角的导出。出现导出窗口。

2. 在导出窗口的名称字段中，指定日志文件的名称。

3. 默认情况下，导出的日志文件保存在 Log export 文件夹中。要指定一个不同的位置，选择 到右侧目标字段。

4. 选择导出以导出日志。

导出内容的变化取决于您应用过滤器。有关导出的信息，请参阅 筛选日志。

搜索日志

要搜索日志，请使用“日志”窗格顶部的搜索条件：

1. 从列表中指定搜索条件。

2. 单击刷新以使日志页面反映您的搜索条件。要清除搜索条件，然后返回查看所有日志内容，请单击清除。

您可以双击任一行以在日志详细信息窗口中显示所有详细信息。这样，还可以读取内容比单行显示的文本更多的日志条目。

更改日志语言
1. 在日志窗格的底部，在日志显示语言列表中，选择所需的语言。

2. 日志将以所选语言显示。下次打开日志时，它将重置为默认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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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 2018 R2 和更早版本的组件写入日志

2018 R3 版本的日志服务器引入了身份验证以增强安全性。这可以防止 2018 R2 和更早版本的组件将日志写入日志服务器。

受影响的组件：

l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l XProtect LPR 插件

l LPR Server

l 访问控制插件

l 事件服务器

l 警报插件

如果您使用的是上面列出的任何组件的 2018 R2 或更早版本，则必须决定是否允许组件将日志写入新日志服务器：

1. 选择工具 > 选项。

2. 在选项对话框的服务器日志选项卡的底部，找到允许 2018 R2 和更早版本的组件写入日志复选框。

l 选中该复选框以允许 2018 R2 及更早版本的组件写入日志

l 清除该复选框以禁止 2018 R2 和早期组件写入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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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排除

调试日志（已作说明）
调试日志用于识别系统中的缺陷和瑕疵。

有关用于系统使用的日志的信息，请参阅 第 275 页上的管理服务器日志。

以下是 MOBOTIX HUB 安装中日志文件的位置：

l C:\ProgramData\MOBOTIX\IDP\Logs

只有 IIS 用户和管理员可以访问此项。如果更改了 IIS 用户，则必须更新这些权限。

l C:\ProgramData\MOBOTIX\SDK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Data Collector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Log Server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Management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Mobile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Recording Server\Logs

l C:\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Report Web Server\Logs

问题：更改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地址可防止访问数据库
如果更改了指向 SQL Server 和数据库的地址，例如通过更改运行 SQL Server 的计算机的主机名，则记录服务器对数据库的
访问将丢失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解决方案：从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中选择更新 SQL 地址工具，然后完成向导中的步骤以更改地址。

问题：由于端口冲突，记录服务器启动失败
此问题只有在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服务正在运行时才会出现，因为它使用端口 25。如果端口 25 已在使用，则可能无法
启动 Recording Server 服务。端口号 25 可用于记录服务器的 SMTP 服务非常重要。

SMTP 服务：验证和解决方案

要验证是否已安装 SMTP 服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添加或删除程序。

3. 在添加或删除程序窗口的左侧，单击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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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 Windows 组件向导中，选择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然后单击详细信息。

5. 在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窗口中，验证是否已选中 SMTP 服务复选框。如果是这样，则安装 SMTP 服务。

如果安装了 SMTP 服务，请选择以下解决方案之一：

解决方案 1：禁用 SMTP 服务，或将其设置为手动启动

此解决方案让您可以启动记录服务器，而无需每次都停止 SMTP 服务：

1.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中，双击管理工具。

3. 在管理工具窗口中，双击服务。

4. 在服务窗口中，双击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5. 在 SMTP 属性窗口中，单击停止，然后将启动类型设置为手动或已禁用。

设置为手动时，可以从服务窗口手动启动SMTP服务，也可以使用命令netstartSMTPSVC从命令提示符启动SMTP服
务。

6. 单击确定。

解决方案 2：删除 SMTP 服务

删除 SMTP 服务可能会影响使用 SMTP 服务的其他应用程序。

1. 从 Windows 的开始菜单，选择控制面板。

2. 在控制面板窗口中，双击添加或删除程序。

3. 在添加或删除程序窗口的左侧，单击添加/删除 Windows 组件。

4. 在 Windows 组件向导中，选择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项，然后单击详细信息。

5. 在 Internet 信息服务 (IIS) 窗口中，清除 SMTP 服务复选框。

6. 单击确定、下一步和完成。

问题：Recording Server 在切换 Management Server 群集节点时会脱机
如果设置 Microsoft 群集以实现 Management Server 冗余，则在群集节点之间切换 Management Server 时，Recording
Server 或 Recording Server 可能会脱机。

要更正此问题，请执行以下操作：

在进行配置更改时，在 Microsoft 故障转移群集管理器上，暂停对服务的控制和监视，以便 Server
Configurator 可以进行更改并启动和/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如果将故障转移群集服务启
动类型更改为手动，则不应导致与 Server Configurator 的任何冲突。

在 Management Server 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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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每个计算机上启动 Server Configurator。

2. 转到注册页面。

3. 单击铅笔 ( ) 符号以使管理服务器地址可编辑。

4. 将管理服务器地址更改为群集的 URL，例如 http://MyCluster。

5. 单击注册。

在具有使用ManagementServer（例如RecordingServer、MobileServer、EventServer、APIGateway）的组件的计算机
上：

1. 在每个计算机上启动 Server Configurator。

2. 转到注册页面。

3. 将管理服务器地址更改为群集的 URL，例如 http://MyCluster。

4. 单击注册。

问题：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的父节点无法连接到子节点
如果您重命名了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作为子节点的站点的主机，则父节点将无法连接到它。充当 中子节
点的站点的主机，则父节点将无法连接到它。

重新建立父节点与站点之间的连接

l 将受影响的站点从其父站点分离。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将站点从层级分离。

l 使用主机的新名称重新连接该站点。有关更多信息，请参见将站点添加至分层。

为确保更改生效，您可能需要在主机名已更改的节点的父节点上停止并重新启动 Management
Client。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开始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有关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主机名更改含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
的主机名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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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已解释）
升级时，计算机上当前安装的所有组件都会进行升级。升级期间无法删除已安装的组件。如果要删除已安装的组件，请在升级
之前或之后使用 Windows 的添加和删除程序功能。在升级过程中，将自动移除和替换所有组件（管理服务器数据库除外）。
这将包括设备软件包的驱动程序。

管理服务器数据库包含完整的系统配置（记录服务器配置、摄像机配置、规则等）。只要不移除管理服务器数据库，就无需重
新配置系统配置（即使您可能想要在新版本中配置一些新功能）。

对于早于当前版本的 MOBOTIX HUB 版本，与记录服务器的向后兼容性受到限制。您仍可访问这些较
旧记录服务器上的记录，但要更改其配置，它们必须与当前记录服务器的版本相同。MOBOTIX 建议您
升级本系统中的所有 recording server。

在进行包括记录服务器的升级时，系统会提示您是要升级还是保持视频设备驱动程序。如果选择升级，在重新启动系统后，硬
件设备可能需要数分钟时间才能与新的视频设备驱动程序取得联系。这是由于会在新安装的驱动程序上执行多个内部检查。

如果您从 2017 R3 或更旧版本升级到 2018 R1 或更新版本，并且您的系统使用的是旧摄像机，则必须
从我们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的下载页面手动下载包含旧驱动
程序的设备软件包。要查看是否有摄像机使用的是旧设备软件包中的驱动程序，请访问我们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上的此页面。

如果您从 2018 R1 版本或更早版本升级至 2018 R2 版本或以后的版本，那么在升级之前，您需要使用
安全补丁在系统中更新所有记录服务器。没有安全补丁的升级将导致记录服务器出现故障。

在我们的网站 https://community.mobotix.com/t/net-security-vulnerability-hotfixes-for-2016-r1-
2018-r1/3694 上可以找到关于在记录服务器上安装安全补丁的说明。

当系统中的所有记录服务器升级到版本 2019 R2 或更高版本时，MOBOTIX 建议您在管理服务器配置
文件中将 UseRemoting 设置为“False”。有关如何保护您的 MOBOTIX HUB VMS安装免受网络攻击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

如果要加密管理服务器与记录服务器之间的连接，则所有记录服务器必须升级到2019R2或更高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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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要求
l 准备好软件许可证文件（请参阅 第 87 页上的许可证（已解释））(.lic)：

l 服务包升级：在安装管理服务器期间，向导可能会要求您指定软件许可证文件的位置。您可以同时使用在购买
系统（或最新升级）后获得的软件许可证文件，以及在您最后一次许可证激活后获得的已激活软件许可证文件

l 版本升级：在您购买新版本之后，您会收到新的软件许可证文件。在安装管理服务器期间，向导会要求您指定
新软件许可证文件的位置

系统会先验证软件许可证文件，然后您才能继续操作。要求许可证的已添加的硬件设备和其他设备将进入宽限期。如
果尚未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请参阅第 91 页上的启用自动许可证激活），请记住在宽限期到期之前手动激活许可证。
如果您没有软件许可证文件，请联系 MOBOTIX HUB 经销商。

l 准备好新的产品版本软件。您可以从 MOBOTIX 网站上的下载页面进行下载。

l 请确保您已备份系统配置（请参阅 第 250 页上的关于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已解释））

管理服务器会在 SQL 数据库中存储系统配置。 SQL 数据库可以位于管理服务器自身计算机上的 SQL Server 中或网络
上的 SQL Server 中。

如果您使用您的网络上 SQL Server 中的 SQL 数据库，当您想要创建、移动或升级 SQL 数据库时，管理服务器必须在
SQL Server 上拥有管理员权限。对于 SQL 数据库的常规使用和维护，管理服务器只需要是 SQL 数据库所有者。

l 如果您计划在安装期间启用加密，您需要在相关计算机上安装并信任相应证书。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
安全通信（已解释）。

在做好开始升级的准备后，请遵循 第 284 页上的升级最佳实践 中的程序操作。

升级 MOBOTIX HUB VMS 以在 FIPS 140-2 兼容模式下运行

从版本 2020 R3 开始，MOBOTIX HUB VMS配置为运行，使其仅使用 FIPS 140-2 认证的算法实例。

有关如何配置MOBOTIXHUBVMS以在符合FIPS140-2的模式下运行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FIPS140-2合规部分。

对于符合 FIPS 140-2 的系统，如果使用不符合 FIPS的密码对 2017 R1 之前版本的 MOBOTIX HUB
VMS导出和存档媒体数据库进行了加密，则需要将数据存档在启用 FIPS之后仍可访问的位置。

以下过程描述了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 FIPS 140-2 兼容模式下运行所需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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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属于视频管理软件的所有计算机（包括托管 SQL 服务器的计算机）上禁用 Windows FIPS 安全策略。

升级时，如果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了 FIPS，将无法安装 MOBOTIX HUB VMS。

2. 确保独立的第三方集成可以在启用 FIPS的 Windows 操作系统上运行。

如果独立集成不符合 FIPS 140-2，则在将 Windows 操作系统设置为在 FIPS模式下运行后，它将无法运行。

为防止发生这种情况：

l 列出以下项的所有独立集成的清单：MOBOTIX HUB VMS

l 联系这些集成的提供商，并询问集成是否符合 FIPS 140-2

l 部署符合 FIPS 140-2 的独立集成

3. 确保驱动程序以及与设备的通信均符合 FIPS 140-2 要求。

MOBOTIX HUB VMS如果满足以下条件，则可以保证 并强制执行 FIPS 140-2 兼容操作模式：

l 设备仅使用兼容的驱动程序连接到 MOBOTIX HUB VMS

l 设备使用设备软件包版本 11.1 或更高版本

旧版驱动程序设备包中的驱动程序不能保证获得符合 FIPS 140-2 的连接。

l 设备通过 HTTPS以及视频流的 HTTPS上的安全实时传输协议 (SRTP) 或 Real Time Streaming Protocol
(RTSP) 连接

驱动程序模块不能保证通过 HTTP 的连接符合 FIPS 140-2。连接可能符合要求，但不
能保证一定符合要求。

l 运行记录服务器的计算机在启用 FIPS模式的情况下运行 Windows 操作系统

4. 确保使用兼容 FIPS 140-2 的密码对媒体数据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

这是通过运行媒体数据库升级工具来完成的。有关如何配置 MOBOTIX HUB VMS以在符合 FIPS 140-2 的模式下运行
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强化指南中的FIPS 140-2 合规部分。

5. 在 Windows 操作系统上启用 FIPS之前，以及在配置完 MOBOTIX HUB VMS系统并确保所有组件和设备都可以在启
用 FIPS的环境中运行之后，请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更新现有的硬件密码。

为此，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从记录服务器节点所选的记录服务器中，右键单击并选择添加硬件...。通过添加
硬件向导进行。这将更新所有当前凭据并对其进行加密以符合 FIPS。

只有在升级了整个视频管理软件（包括所有客户端）之后，才能启用 FIPS。

升级最佳实践
请首先阅读包括 SQL 数据库备份在内的升级要求（请参阅 第 283 页上的升级要求），然后再开始正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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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设备驱动程序分为两个设备软件包：包含较新驱动程序的常规设备软件包和包含较旧驱动程序
的旧设备软件包。常规设备软件包始终会自动安装更新或升级。如果您的旧摄像机使用的是旧设备软
件包中的旧设备驱动程序和 ，则您还没有安装旧设备软件包，系统不会自动安装旧设备软件包。

如果您的系统使用旧摄像机，MOBOTIX 建议您检查摄像机是否使用此页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中旧设备软件包的驱动程序。要检查是否已
安装旧软件包，请查看 MOBOTIX HUB 系统文件夹。如果您需要下载旧版设备软件包，请前往下载页
面 (https://www.mobotix.com/en/software-downloads)。

如果您的系统为单台计算机系统，则可以在现有安装基础上安装新软件。

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或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系统中，您必须开始升级中央站点，然后升级远程站点。

在分布式系统中，按以下顺序执行升级：

1. 使用安装程序（请参阅 第 118 页上的安装本系统 -自定义选项）中的自定义选项升级管理服务器。

1. 在用于选择组件的向导页面上，所有管理服务器组件均已预先选中。

2. 指定 SQL Server 和数据库。决定是否要保留已使用的 SQL 数据库以及是否要将现有数据保留在数据库中。

当您开始安装时，您将丢失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功能（请参阅 第 32 页上的故障转移记
录服务器（已作说明））。

如果您在管理服务器上启用了加密，记录服务器会处于离线状态，直到它们升级完毕，
而且您启用了对管理服务器的加密（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2. 升级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在管理服务器的下载网页（由 Download Manager 控制）安装 Recording Server。

如果您计划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上启用加密，并且希望保留故障转移功能，请在不加密的情
况下升级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并在升级记录服务器后启用。

此时，故障转移服务器的功能将重新可用。

3. 如果您计划从记录服务器或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到客户端启用加密，并且客户端在升级期间可以检索数据非常重要，
则请在升级记录服务器之前升级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所有客户端和服务。 这些客户端和服务是：

l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l Management Client

l Management Server

l MOBOTIX HUB Mobile 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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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MOBOTIX HUB Event Server

l DLNA Server Manager

l MOBOTIX Open Network Bridge

l 通过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站点MOBOTIX Interconnect

l 一些第三方 SDK 集成

4. 升级 recording server。您可以使用安装向导来安装记录服务器（请参阅 第 123 页上的安装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或默认安装（请参阅 第 128 页上的以静默方式安装 recording server）。静默安装的优点在于
您可以执行远程操作。

如果启用加密，并且在运行的所有相关计算机上的所选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都不受信任，则它
们将丢失连接。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继续为您系统中的其他站点执行这些步骤。

在群集中升级
在更新群集之前，确保制作相关数据库的备份。

1. 停止群集中所有管理服务器上的Management Server服务。

2. 卸载群集中所有服务器上的管理服务器。

3. 根据“在群集中安装”所述，使用在群集中安装多台管理服务器的步骤。请参阅 第 131 页上的在群集中安装。

安装时，请确保重用现有SQLServer和当前存储系统配置的现有SQL数据库。系统配置会自动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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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窗口和窗格
Management Client 窗口分为两个窗格。窗格数和布局取决于：

l 系统配置

l 任务

l 可用的功能

以下为一些典型布局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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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记录服务器和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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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使用规则、时间和通知配置文件、用户、角色：

l 查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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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格布局

图示大致列出了典型的窗口布局。可自定义布局，因此其可能与您计算机上的布局看起来有所不同。

1. “站点导航”窗格和“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2. 总览窗格

3. 属性窗格

4. 预览窗格

站点导航窗格

这是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主导航元素。其中显示了您所登录的站点的名称、设置和配置。站点名称显示在窗格的顶
部。功能按反映软件功能的类别分组。

在站点导航窗格中，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配置和管理系统。如果您的系统不是单站点系统，而是包括联合点，请注意，您
可以在联合站点分层窗格管理这些站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该导航元素用于以父项/子项站点层次结构显示所有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站点。

您可以选择任何站点，登录该站点和 Management Client 以使该站点启动。您登录的站点始终位于层次结构的顶部。

总览窗格

提供您在站点导航窗格中所选择元素的总览，例如以详细列表的形式显示总览信息。在总览窗格中选择了某个元素后，其通常
在属性窗格中显示属性。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的元素即可访问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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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窗格

显示在总览窗格中所选择元素的属性。这些属性显示在多个专用选项卡中：

预览窗格

使用记录服务器和设备时会出现预览窗格。显示来自所选摄像机的预览图像，或显示关于设备状态的信息。示例显示了摄像机
预览图像，其中包含关于摄像机实时流分辨率和数据速率的信息。

默认情况下，随预览图像一起显示的信息涉及实时流。它以绿色文本显示在预览上方。如果想要记录流信息（红色文本），则
在菜单中选择视图显示记录流。

如果预览窗格以高帧速率显示多个摄像机的预览图像，则性能会受到影响。要控制预览图像的数量及其帧速率，请在菜单中选
择选项常规。

系统设置（“选项”对话框）
在选项对话框中，可指定与系统的总体外观和功能相关的许多设置。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选择工具 > 选项即可进入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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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选项卡（选项）

在“常规”选项卡上，您可以指定 Management Client 和记录服务器的常规设置。

Management Client

名称 说明

最大预览数量

选择预览窗格中显示的缩略图图像最大数量。默认为 64 个缩略图图像。

从菜单中选择动作 > 刷新以使更改生效。

如果将大量缩略图图像与高帧速率结合，则可能降低系统速度。

添加新摄像机设备时自动启用：移动侦
测

使用添加硬件向导将新摄像机添加至系统时，选中该复选框，可在这些新摄像
机上启用移动侦测。

该设置不会影响现有摄像机上的移动侦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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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在移动选项卡上为摄像机设备启用或禁用摄像机移动侦测。

添加新摄像机设备时自动启用：生成智
能搜索的移动数据

要生成智能搜索移动数据，需要启用摄像机的移动侦测功能。

使用添加硬件向导将新摄像机添加至系统时，选中该复选框，可在这些新摄像
机上启用智能搜索移动数据生成。

该设置不会影响现有摄像机上的移动侦测设置。

在移动选项卡上为摄像机设备启用或禁用摄像机的智能搜索移动数据生成。

添加新摄像机设备时自动启用：多播

使用添加硬件向导将新摄像机添加至系统时，选中该复选框，可在这些新摄像
机上启用多播。

该设置不会影响现有摄像机上的多播设置。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为摄像机设备启用或禁用摄像机实时多播。

语言
选择 Management Client 的语言。

重新启动 Management Client 即可使用新语言。

允许与服务器的非安全连接

选中该复选框以允许通过 HTTP 协议进行非安全服务器连接。（不会提示用户
允许非安全服务器连接）。

重新启动 Management Client 以使用此设置。

记录服务器

名称 说明

手动 PTZ 会话的超时

具有必需用户权限的客户端用户可手动中断 PTZ摄像机的巡视。选择在手动中断后恢复常
规巡视之前的等待时间。该设置将应用于本系统上的所有 PTZ摄像机。默认设置为 15
秒。

如果您需要摄像机上的单独超时，可在摄像机的预设选项卡中进行此指定。

暂停巡视会话的超时
具有足够高 PTZ优先级的客户端用户可以在 PTZ摄像机上暂停巡视。选择在暂停后恢复常
规巡视之前的等待时间。该设置将应用于本系统上的所有 PTZ摄像机。默认设置为 10 分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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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如果您需要摄像机上的单独超时，可在摄像机的预设选项卡中进行此指定。

保留的 PTZ 会话的超时

设置针对保留 PTZ会话的默认超时时间。当用户运行保留 PTZ会话时，在 PTZ摄像机被
手动释放或在时间超时之前，PTZ摄像机无法由其他人使用。默认设置为 1 小时。

如果您需要摄像机上的单独超时，可在摄像机的预设选项卡中进行此指定。

如果在以下事件之前重新
建立通信，则忽略设备通
信错误

系统会记录硬件和设备上的所有通信错误，但您可以在此处选择在规则引擎触发通信错误
事件之前通信错误必须存在多长时间。

“服务器日志”选项卡（选项）

在服务器日志选项卡上，可指定系统管理服务器日志的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识别用户活动、事件、操作和错误。

名
称

说明

日
志

选择要配置的日志类型：

l 系统日志

l 审核日志

l 规则触发日志

设
置

禁用或启用日志，并指定保留期限。

允许 2018 R2 和更早版本的组件写入日志。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允许 2018 R2 和更早版本的组件写入日志。

对于系统日志，请指定想要记录的消息级别：

l 所有（包括未定义的消息）

l 信息、警告和错误

l 警告和错误

l 错误（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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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对于审核日志，如果您希望系统记录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上的所有用户动作，请启用用户访问记录。这些
动作包括导出、触发输出、摄像机实时查看或播放等。

指定：

l 播放片段的长度

这意味着用户如果在此时段内播放，系统只会生成一个日志条目。如果在此时段外播放，系统则会创建新的
日志条目。

l 系统创建日志条目前用户已观看的录像数（帧数）

“邮件服务器”选项卡（选项）

在邮件服务器选项卡上，您可以指定系统邮件服务器的设置。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通知配置文件（已解释）。

名称 说明

发件人电子
邮件地址

输入对于所有通知配置文件要显示为电子邮件通知发件人的电子邮件地址。 示
例：sender@organization.org。

邮件服务器
地址

输入用于发送电子邮件通知的 SMTP 邮件服务器的地址。 示例：mailserver.organization.org。

邮件服务器
端口

用于连接到邮件服务器的 TCP 端口。 对于未加密的连接，默认端口为 25，加密的连接通常使用端口 465
或 587。

将与服务器
的连接加密

如果要保护管理服务器与 SMTP 邮件服务器之间的通信，请选中此复选框。

使用 STARTTLS电子邮件协议命令保护连接。 在此模式下，会话在未加密的连接上开始，然后 SMTP 邮
件服务器向管理服务器发出 STARTTLS命令，以切换到使用 SSL 的安全通信。

服务器需要
登录

如果启用，您必须指定用户用于登录邮件服务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295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AVI 生成”选项卡（选项）

在 AVI 生成选项卡上，可指定生成 AVI 视频剪辑文件的压缩设置。如果要将 AVI 文件包含在由规则触发的通知配置文件发送的
电子邮件通知中，则需要这些设置。

另请参阅从规则触发电子邮件通知。

名称 说明

压缩程
序

选择您想要应用的编码解码器（压缩/解压缩技术）。为了使列表中有更多编码解码器可用，请在管理服务器
中先安装这些编码解码器。
并非所有摄像机都支持所有编码解码器。

压缩质
量

（并非对于所有编码解码器都可用）。使用滑块选择编码解码器所执行的压缩率 (0-100)。

0 表示不压缩，这通常会导致图像质量高但文件大小很大。100 表示最高压缩，这通常会导致图像质量低但
文件大小很小。

如果滑块不可用，则压缩质量完全由所选编码解码器确定。

关键帧
频率

（并非对于所有编码解码器都可用）。如果要使用关键帧，则选中该复选框，然后指定关键帧之间的所需帧
数。

关键帧是以指定间隔存储的单帧。关键帧包含摄像机的整个视图，后续帧只包含发生变化的像素。这样可以
大幅缩小文件的大小。

如果复选框不可用或者未选中，则每个帧将包含摄像机的整个视图。

数据速
率

（并非对于所有编码解码器都可用）。如果要使用特定数据速率，则选中该复选框，然后指定每秒千字节
数。

数据速率用于指定所附加 AVI 文件的大小。

如果该复选框不可用或未选中，则数据速率由所选编码解码器确定。

“网络”选项卡（选项）

在网络上，如果本地客户端通过互联网连接到记录服务器，可指定该客户端的IP地址。监控系统随后将其识别为来自本地网
络。

还可指定系统的 IP 版本：IPv4 或 IPv6。默认值为 IPv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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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选项卡（选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书签选项卡上，您可指定书签的设置、其 ID以及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功能。

名称 说明

书签 ID 前缀 指定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制作的所有书签的前缀。

默认书签时间

将书签的默认开始和结束时间指定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进行设置。

该设置需要与这些内容一致：

l 默认的书签规则，请参阅规则（“规则和事件”节点）。

l 有关每个摄像机的预缓冲期间，请参阅管理预缓冲。

要指定角色的书签权限，请参阅 第 420 页上的“设备”选项卡（角色）。

“用户设置”选项卡（选项）

在用户设置选项卡上，可指定用户首选项设置，如在启用远程记录时是否显示消息。

External IDP选项卡（选项）

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 External IDP 选项卡上，您可以添加和配置 external IDP 并从 external IDP 登记索赔。

名称 说明

已启
用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external IDP。

名称 external IDP 的名称。这里输入的名称会出现在客户端窗口中日志里的身份验证字段中。

身份 external IDP 的 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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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验证
机构

添加
添加和配置 external IDP。当您选择添加时，External IDP 对话框会打开，您可以输入配置信息，请参阅表格
下面的 配置 external IDP。

编辑 编辑 external IDP 的配置。

删除

删除 external IDP 配置。

如果您删除 external IDP 配置，通过此 external IDP 进行身份验证的用户将无法登录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如果再次添加 external IDP，会在日志中创建新的用
户，因为 external IDP 的 ID已经改变。

配置external IDP

l 若要添加 external IDP，请在 External IDP 部分中选择添加并输入下面表格中的信息：

名称 说明

名称 这里输入的 external IDP 名称会出现在客户端窗口中日志里的身份验证字段。

客户端 ID
和客户端密
钥

必须从 external IDP 取得。 需要客户端 ID和客户端密钥才能安全地与 external IDP 通信。

回拨路径

身份验证 URL 的一部分重定向流量以使用户登录。

用户从 external IDP 托管的登录页面登录。身份验证过程完成后，该路径会被调用，而用户会重定向至
MOBOTIX HUB VMS。

默认值为“/signin-oidc”。

提示登录
如果用户应保持登录状态或如果需要对用户进行验证，则指定 external IDP。根据 external IDP，验证
可以包含密码验证或完整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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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用于创建用
户名的索赔

可选择指定应使用 external IDP 中的哪个索赔来为 VMS中自动配置的用户生成唯一的用户名。有关索
赔生成的唯一用户名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external IDP 用户的唯一用户名。

范围
可选择使用范围来限制从 external IDP 获得的索赔数量。 如果知道与您的 VMS相关的索赔处于特定范
围内，则可以用范围来限制可以从 external IDP 获得的索赔数量。

注册索赔

当您注册了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时，可以将索赔映射到 VMS中的角色，以决定 VMS中的用户特权。有关详细信息，请
参阅映射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

l 若要注册来自 external IDP 的索赔，请在已注册索赔部分中选择添加并输入下面表格中的信息：

名称 说明

外部
IDP

external IDP 的名称。

声明
名称

自由文本的索赔名称。名称将在选择角色时可用。

显示
名称

索赔的显示名称。

区分
大小
写

表明索赔的值是否区分大小写。

通常区分大小写的值示例：

- ID的文本再现，如 GUID：F951B1F0-2FED-48F7-88D3-49EB5999C923 或 OadFgrDesdFesff=

通常不区分大小写的值示例：

-电子邮件地址
-角色名称
-组名称

.

添 注册和保持索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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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加、
编
辑、
删除

如果您在 external IDP 网站修改索赔，用户需要重新登录 MOBOTIX HUB 客户端。比
如说，用户 Bob需要成为，例如，操作员。索赔随后会在 external IDP 网站添加给
Bob，但如果 Bob已经登录至 MOBOTIX HUB，他必须完成新的登录才能使更改生效。

“证据锁定”选项卡（选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证据锁定选项卡上，定义和编辑证据锁定配置文件以及客户端用户可以选择来使数据保持保护状态的持续时间。

名称 说明

证据锁定配置文
件

包含已定义证据锁定配置文件的列表。

可以添加和删除现有证据锁定配置文件。无法删除默认证据锁定配置文件，但可以更改其时间选项
和名称。

锁定时间选项
客户端用户可以选择的、锁定证据的持续时间。

可用时间选项为小时、天、周、月、年、无限或用户定义。

若要指定角色的证据锁定访问权限，请参阅角色设置的 第 420 页上的“设备”选项卡（角色）。

“音频消息”选项卡（选项）

在音频消息选项卡上，您可以上传包含用于广播消息并由规则触发的音频消息的文件。

最多可上传 50 个文件，每个文件的大小不超过 1 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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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提供消息的名称。在添加消息时输入名称。要将消息上传到系统，请单击添加。

说明
提供消息的说明。

在添加消息时输入说明。您可以使用“说明”字段说明目的或实际消息。

添加

可用于将音频消息上传至系统。

支持标准 Windows 音频文件格式：

l .wav

l .wma

l .flac

编辑 可用于修改名称和说明，或者可以更换实际文件。

删除 从列表中删除音频消息。

播放 单击此按钮可从运行 Management Client 的计算机中听取音频消息。

要创建触发音频消息播放的规则，请参阅添加规则。

要详细了解可以在规则中采用的大致动作，请参阅操作和停止操作。

“访问控制设置”选项卡（选项）

要使用 MOBOTIX HUB Access，您必须购买允许访问此功能的基本许可证。

名称 说明

显示开发属性面板
如果选中，会为 访问控制 > 常规设置显示额外的开发人员信息。

此设置只能由访问控制系统集成的开发人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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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事件”选项卡（选项）

在分析事件选项卡上，可启用并指定分析事件功能。

名称 说明

启用 指定您是否要使用分析事件。默认情况下，禁用该功能。

端口
指定此功能使用的端口。默认端口号是 9090。

确保相关 VCA工具提供商也使用此端口号。如果您更改端口号，请确保提供商也更改其端口号。

所有网络地址或指
定的网络地址

指定是允许来自所有 IP 地址/主机名的事件，还是只允许来自地址列表中指定 IP 地址/主机名的事
件（请参阅以下内容）。

地址列表

指定受信任 IP 地址/主机名的列表。该列表可筛选输入数据，从而只允许来自特定 IP 地址/主机名
的事件。可使用域名系统 (DNS)、IPv4 和 IPv6 地址格式。

您可以通过手动输入每个 IP 地址或主机名或者通过导入外部地址列表来将地址添加到列表中。

l 手动输入：在地址列表中输入 IP 地址/主机名。 对每个所需地址重复上述步骤

l 导入：单击导入以浏览外部地址列表。外部列表必须是 .txt 文件，并且每个 IP 地址或主机
名必须在单独的行上

“警报和事件”选项卡（选项）

在警报和事件选项卡上，您可指定警报、事件和日志的设置。与这些设置相关，另请参阅 第 96 页上的限制数据库的大小。

名
称

说明

保留其已
关闭警报

指定对数据库中状态为关闭的警报进行存储的天数。若将该值设为 0，则该警报在关闭后即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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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警报始终具有时间标记。如果警报由摄像机触发，则时间标记具有来自警报时间的
图像。警报信息本身存储在事件服务器中，对应于附加图像的视频记录则存储在相
关监控系统服务器中。

为了能够查看警报图像，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应至少为将在事件服务器上保留警报
的时间。

保留其所
有其他警
报

指定对数据库中状态为新建、正在进行或保持的警报进行存储的天数。若将该值设为 0，则警报会显示在系
统中，但不会存储。

警报始终具有时间标记。如果警报由摄像机触发，则时间标记具有来自警报时间的
图像。警报信息本身存储在事件服务器中，对应于附加图像的视频记录则存储在相
关监控系统服务器中。

为了能够查看警报图像，视频记录的保留时间应至少为将在事件服务器上保留警报
的时间。

保留日志
指定保留事件服务器日志的天数。若您要长期保留日志，请确保安装事件服务器的机器具有足够的磁盘空
间。

启用详细
日志记录

若要保留事件服务器通信更详细的日志，请选中该复选框。系统会将其存储保留日志字段中指定的天数。

事件类型

指定在数据库中存储事件的天数。有两种定位方式：

l 您可以指定整个事件组的保留时间。值为关注组的事件类型将继承事件组的值

l 即使已设置事件组的值，也可以指定各事件类型的保留时间。

若该值是 0，则事件不会存储在数据库中。

外部事件（用户定义的事件、常规事件和输入事件）默认设置为 0，该值无法更
改。因为这些事件类型的出现频率极高，将它们存储在数据库中可能会导致性能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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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事件”选项卡（选项）

在常规事件选项卡上，可指定与常规事件和数据来源相关的设置。

有关如何配置实际常规事件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常规事件（已解释）。

名称 说明

数据来源

可在两种默认数据来源之间进行选择，也可定义自定义数据来源。具体选择取决于第三方程序和/或您
想要联接的硬件或软件：

兼容性：启用出厂默认设置，回显所有字节，TCP 和 UDP，仅 IPv4，端口 1234，无分隔符，仅本地
主机，当前代码页编码 (ANSI)。

国际：启用出厂默认设置，仅回显统计信息，仅 TCP，IPv4+6，端口 1235，<CR><LF> 作为分隔符，
仅本地主机，UTF-8 编码。 (<CR><LF> = 13,10)。

[数据来源 A]

[数据来源 B]

等等。

新建 单击以定义新数据来源。

名称 数据来源的名称。

已启用 数据来源默认是启用的。清除该复选框可禁用数据来源。

重设 单击以重设所选数据来源的所有设置。在名称字段中输入的名称将保持。

端口 数据来源的端口号。

协议类型选择
器

系统应监听并分析以用来侦测常规事件的协议：

任何：TCP 及 UDP。

TCP：仅 TCP。

UDP：仅 UDP。

在用于常规事件的 TCP 和 UDP 数据包中，可以包含特殊字符，如 @、#、+、~ 等。

IP 类型选择
器

可选择的 IP 地址类型：IPv4、IPv6 或两者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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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分隔符字节
选择用于分隔各个常规事件录像的分隔符字节。数据来源类型国际（请参阅前面的数据来源）的默认值
为 13,10。(13,10 = <CR><IF>)。

回声类型选择
器

可用的回声返回格式：

l 回显统计信息：回显以下格式：[X],[Y],[Z],[常规事件的名称]

[X] = 请求编号。

[Y] = 字符数。

[Z] = 匹配常规事件的数量。

[常规事件的名称] =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的名称。

l 回显所有字节：回显所有字节

l 无回显：抑制所有回显

编码类型选择
器

默认情况下，列表仅显示最相关的选项。选中全部显示复选框可显示所有可用编码。

允许的外部
IPv4 地址

指定 IP 地址，管理服务器必须能够与该地址通信才能管理外部事件。也可使用此功能排除您不希望从
中获取数据的 IP 地址。

允许的外部
IPv6 地址

指定 IP 地址，管理服务器必须能够与该地址通信才能管理外部事件。也可使用此功能排除您不希望从
中获取数据的 IP 地址。

组件节点

Management Client 菜单

文件菜单

可将更改保存到配置并退出应用程序。您还可以备份您的配置，请参阅 第 250 页上的关于备份和还原系统配置（已解释）。

编辑菜单

可撤销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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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菜单

名称 说明

重设应用程序布局 将 Management Client 中不同窗格的布局重设为其默认设置。

预览窗口 在使用记录服务器和设备时开启和关闭预览窗格。

显示记录流
默认情况下，预览窗格中随预览图像一起显示的信息涉及摄像机的实时流。如果需要关于记
录流的信息，请选择显示记录流。

联合站点层级 默认情况下，启用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站点导航 默认情况下，启用站点导航窗格。

动作菜单

动作菜单的内容根据您在站点导航窗格中所选的元素而有所不同。可选择的动作与右键单击元素时的动作相同。

有关每个摄像机的预缓冲期间，请参阅管理预缓冲。

名称 说明

刷新 始终可用，用于从管理服务器重新载入请求的信息。

工具菜单

名称 说明

已注册
服务

管理已注册服务。

请参阅 第 271 页上的管理已注册服务。

有效角
色

用于查看所选用户或组的所有角色。

选项
用于打开“选项”对话框，可在其中定义和编辑全局系统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91 页上的系统设
置（“选项”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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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菜单

可访问帮助系统和关于 Management Client 版本的信息。

Server Configurator（实用工具）

“加密”选项卡属性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在群集环境中，在为群集环境中的所有计算机创建证书之前，必须设置群集并确保其正在运行。之
后，您可以安装证书并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 进行群集中所有节点的注册。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有关如何保护 MOBOTIX HUB VMS安装的证书指南。

名
称

说明 任务

服
务
器
证
书

选择要用来加密管理服务器、数据收集器与记录服务器
之间的双向连接的证书。

从管理服务器启用加密或将加密应用到管理服务器

为记录服务器或远程服务器启用服务器加密

事
件
服
务
器
和
附
加
产
品

选择用于以对事件服务器和与事件服务器 。 第 231 页上的启用事件服务器加密

流
媒
体
证
书

选择要用来加密记录服务器与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
的所有客户端、服务器和集成之间的通信的证书。

对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

移 选择证书以加密移动设备服务器与从移动设备服务器检 在移动设备服务器上启用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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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任务

动
流
媒
体
证
书

索数据流的移动客户端和 Web客户端之间的通信。

注册服务器

名
称

说明 任务

管
理
服
务
器
地
址

管理服务器的地址通常包括计算机的主机名或完全限定
域名 (FQDN)。

默认情况下，此地址仅在计算机上未安装管理服务器的
MOBOTIX HUB VMS中处于活动状态。

根据经验，不应从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上更改管
理服务器地址。

但是，例如，如果在故障转移设置中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则可能必须从管理服务器计算机更改地
址。这项操作可以在群集故障转移环境中，也可以在其
他故障转移设置方案中。

l 要从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激活管理服务器
地址字段，请单击钢笔 ( ) 符号。

如果更新管理服务器地址，则需
要访问已安装组件的每个计算机
并使用新地址信息更新管理服务
器地址。

有关从安装了管理服务器的计算机更改管理服务器地
址的含义的详细信息，请单击：

更改管理服务器计算机的主机名

注
册

向指定的管理服务器注册计算机上正在运行的服务器。 注册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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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选择

使用此选项卡选择 Server Configurator 语言。Server Configurator 的语言集对应于 Management Client 的语言集。

名
称

说明

选
择
语
言

选择用户界面的语言。

如果您在故障转移群集环境中工作，建议您在 Server Configurator 中启动任务。这是因为在应用更改
时 Server Configurator 可能需要停止服务，并且故障转移群集环境可能会干扰此操作。

托盘图标状态

表格中的托盘图标显示了MOBOTIXHUBVMS中运行在服务器上的服务的不同状态。这些图标可在安装了服务器的计算机上使
用：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
盘图标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托
盘图标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
标

说明

运行中

启用并启动服务器服务时出现。

如果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在运行，则在标准记
录服务器出现故障时它
可以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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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
盘图标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托
盘图标

Ev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
标

说明

已停止

服务器服务已停止运行时出现。

如果 Failover
Recording Server 服
务停止运行，则在标准
记录服务器出现故障时
它无法接管。

启动

服务器服务正在启动时出现。在正常情况下，
托盘图标会在短时间后变为正在运行。

停止

服务器服务正在停止运行时出现。在正常情况
下，托盘图标会在短时间后变为已停止。

处于不确定状态

初次加载服务器服务时出现，直到收到第一条
信息，在此基础上，托盘图标在正常情况下会
更改为启动，然后更改为运行。

脱机运行

通常在记录服务器或故障转移记录服务正在运
行但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未运行时出
现。

从托盘图标开始和停止服务

右键单击通知区域中的图标以打开托盘图标，您可以在其中启动和停止服务。

l 启动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

l 启动或停止 Recording Server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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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托盘图标）

使用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上的菜单项从 Management Server Manager 中执行任务。

名称 说明

开始Management
Server和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单击适当的菜单项以启动或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如果停止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您将无法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服务状态由托盘图标反映。有关托盘图标的状态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服务器管理器托盘图
标（已作说明）。

显示状态消息 查看带有时间戳的状态消息列表。

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分配或更改系统配置密码。您还可以选择删除系统配置密码，不对系统配置进行密码保
护。

更改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输入系统配置密码
输入密码。例如，如果保存密码设置的文件被删除或损坏，则适用此规则。有关详细信
息，请参阅输入系统配置密码设置。

Server Configurator
打开 Server Configurator 以注册服务器并管理加密。有关管理加密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使用 Server Configurator 管理加密。

更改许可证
在管理服务器计算机上，更改软件许可证号。您将需要输入新的许可证代码，例如，在升
级您的 MOBOTIX HUB 系统时。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更改软件许可证号。

还原配置
打开一个对话框，您可以在其中还原系统配置。请确保已阅读对话框中的信息，然后单击
还原。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从手动备份中恢复系统配置。

选择共享备份文件夹
在备份任何系统配置之前，请设置一个备份文件夹以存储备份。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选
择共享备份文件夹。

更新 SQL 地址
打开向导以更改 SQL Server 的地址。在主机名更改的极少数情况下，可能需要使 SQL
Server 地址符合更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主机名更改可以触发 SQL 服务器地址更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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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节点

许可证信息（“基本”节点）

在许可证信息窗口中，您可以跟踪在此站点和所有其他站点上共享相同软件许可证文件的所有许可证、您的 MOBOTIX
Advanced Services 订阅，并确定要如何激活许可证。

要了解更多有关许可证信息窗口中可用的各种信息和功能的详情，请参阅 第 93 页上的“许可证信息”窗口。

站点信息（“基本”节点）

在具有许多子站点的大型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很容易失去总览，并且可能很难找到每个子站点的管理
员的联系信息。

因此，您可以将附加信息添加到每个子站点，然后该信息可供中央站点上的管理员使用。

可以添加以下信息：

l 站点名

l 地址/位置

l 管理员

l 其他信息

远程连接服务节点

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远程连接服务”节点）

这些是 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属性。

名称 说明

摄像机密码
输入/编辑。购买时随摄像机一起提供。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摄像机手册或访问 Axis 网
站 (https://www.axis.com/)。

摄像机用户 查看详细信息以获取摄像机密码。

说明 输入/编辑摄像机的说明。

外部地址 输入/编辑摄像机连接的 ST服务器的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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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内部地址 输入/编辑录制服务器连接的 ST服务器的网址。

名称 如果需要，请编辑项目的名称。

所有者身份验证密钥 请参阅摄像机密码。

密码（用于分派服务
器）

输入密码。必须与从系统提供商处收到的密码相同。

密码（用于 ST服务
器）

输入密码。必须与安装 Axis One-Click Connection组件时输入的用户名相同。

在 Axis 分派服务上注
册/注销

指明您是否希望将 Axis 摄像机注册到 Axis 分派服务。 可以在安装之时或之后完成。

序列号 由制造商指定的硬件序列号。序列号通常但并非总是与 MAC 地址一致。

使用凭据 如果您决定在安装 ST服务器期间使用凭据，请选中该复选框。

用户名（用于分派服
务器）

输入用户名。该用户名必须与从系统提供商处收到的用户名相同。

用户名（用于 ST服务
器）

输入用户名。必须与安装 Axis One-Click Connection 组件时输入的用户名相同。

服务器节点

服务器（节点）

本节将介绍如何安装和配置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您还将学习如何将新硬件添加到系统以及如何互连其他站点。

l 第 313 页上的记录服务器（“服务器”节点）

l 第 325 页上的故障转移服务器（“服务器”节点）

记录服务器（“服务器”节点）

该系统使用记录服务器记录视频馈送，并与摄像机和其他设备通信。监控系统通常由多个记录服务器组成。

记录服务器是已安装 Recording Server 软件并将其配置为与管理服务器通信的计算机。当您展开服务器文件夹然后选择记录
服务器时，可以在总览窗格中看到您的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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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早于此 management server 版本的版本，与 recording server 的向后兼容性将受到限制。您仍可访问旧版本记录服务
器上的记录；但如果要更改其配置，请确保它们与该管理服务器版本匹配。MOBOTIX 建议将系统中的所有记录服务器升级至
与您的管理服务器相同的版本。

“记录服务器设置”窗口

右键单击 Recording Server Manager 托盘图标并选择更改设置时，可以指定以下内容：

名称 说明

地址
IP 地址（示例：记录服务器应连接的管理服务器的 123.123.123.123) 或主机名（示例：ourserver）。该信息
是必需的，以便记录服务器可以与管理服务器通信。

端口 在与管理服务器通信时要使用的端口号。默认为端口 9000。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Web
服务
器端
口

用于处理 Web服务器请求的端口号，例如，处理 PTZ摄像机控制命令以及来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浏览和实时请求。默认为端口 7563。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提醒
服务
器端
口

记录服务器监听 TCP 信息时要使用的端口号（某些设备使用 TCP 发送事件消息）。默认为端口 5432（默认为
禁用状态）。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SMTP
服务
器端
口

记录服务器监听简单邮件传输协议 (SMTP) 信息时使用的端口号。SMTP 是在服务器之间发送电子邮件的标
准。某些设备使用 SMTP 通过电子邮件将事件消息或图像发送到监控系统服务器。默认为端口 25，您可以启用
和禁用该端口。可根据需要更改端口号。

将从
管理
服务

在启用加密并从列表中选择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之前，请确保首先在管理服务器上启用加密，并且管理服务器
证书在记录服务器上受信任。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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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器到
录制
服务
器的
连接
加密

加密
流式
传输
数据
的客
户端
和服
务的
连接

在启用加密并从列表中选择服务器身份验证证书之前，请确保该证书在运行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服务的
所有计算机上都是受信任的。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所有服务（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必须升级 2019 R1 或更高版本。使用
2019 R1 之后的 SDK 版本创建的某些第三方解决方案可能需要更新。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要验证您的记录服务器是否使用加密，请参阅 第 222 页上的查看客户端的加密状态。

详细
信息

查看有关所选证书的 Windows 证书存储信息。

记录服务器属性

“信息”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在信息选项卡上，您可以验证或编辑记录服务器的名称和说明。

您可以查看主机名和地址。Web服务器地址前面的挂锁图标表示与从该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的通信已经过加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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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您可以选择输入记录服务器的名称。列出记录服务器时，将在系统和客户端中使用该名称。名称不要求
是唯一的。

重命名记录服务器时，名称将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全局更改。

说明 您可以选择输入系统内多个列表中显示的说明。说明不是必填项。

主机名称 显示记录服务器的主机名。

本地 Web
服务器地址

显示记录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的本地地址。例如，您可以使用本地地址来处理 PTZ摄像机控制命令，
并处理来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浏览和实时请求。

该地址包括用于 Web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通常为端口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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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如果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显示挂锁图标，并且地址包括
https，而非 http。

Web 服务器
地址

显示 Internet 上记录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的公共地址。

如果您的安装使用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请输入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的地址，以便在 Internet 上访问
监控系统的客户端可以连接到记录服务器。

您可以在网络选项卡上指定公共地址和端口号。

如果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显示挂锁图标，并且地址包括
https，而非 http。

时区 显示记录服务器所在的时区。

“存储”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在存储选项卡上，您可以设置、管理和查看所选记录服务器的存储。

对于记录存储和存档，横条显示当前的可用空间量。如果记录存储不可用，您可以指定记录服务器的行为。如果您的系统包含
故障转移服务器，这最为常用。

如果您正在使用证据锁定，则会显示一条垂直的红线，指明证据锁定脚本使用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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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和记录设置属性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
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存储和记录设置对话框中，指定以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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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名
称

如果需要，重命名存储。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路
径

指定在该存储中保存记录的目录的路径。存储不必位于记录服务器计算机上。

如果目录不存在，可自行创建。必须使用 UNC（通用命名约定）格式指定网络驱动器，例
如：\\server\volume\directory\。

保
留
时
间

指定记录在被删除或移动至下一存档（具体取决于存档设置）之前应在存档中保留多长时间。

保留时间必须始终长于上个存档或默认记录数据库的保留时间。这是因为指定的存档保留天数包含之前在该过程中
声明的所有保留时间。

最
大
大
小

选择有关记录数据库中保存的记录数据的最大吉字节数 (GB)。

超出指定吉字节数的记录数据将自动移动至列表中的第一个存档（如果已指定）或被删除。

如果空闲空间小于 5GB，系统始终会将数据库中最旧的数据自动存档（如果未定义下一个
存档，则将其删除）。如果空闲的空间不到 1GB，则会将数据删除。数据库始终需要
250MB 的空闲空间。达到此限制的情况下（如果未能足够快地删除数据），在释放足够的
空间之前，不会将更多数据写入数据库。数据库的实际最大大小是您指定的吉字节数减去
5GB。

登
录

对记录启用数字签名。这意味着，例如，系统会确认导出的视频在播放时未被修改或篡改。

系统采用 SHA-2 算法进行数字签名。

加
密

选择记录的加密等级：

l 无

l 弱（使用较少 CPU）

l 强（使用较多 CPU）

系统采用 AES-256 算法加密。

如果您选择弱，则会加密部分录制内容。如果您选择强，则会加密整个录制内容。

如果您选择启用加密，还必须在下方指定密码。

密
码

为允许查看加密数据的用户输入密码。

MOBOTIX 建议您使用强密码。强密码不包含任何能在字典中找到或属于用户姓名一部分的字词。它们包括八个或
更多的字母数字字符、大小写和特殊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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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设置属性

在存档设置对话框中，指定以下内容：

名
称

说明

名
称

如果需要，重命名存储。名称必须是唯一的。

路
径

指定在该存储中保存记录的目录的路径。存储不必位于记录服务器计算机上。

如果目录不存在，可自行创建。必须使用 UNC（通用命名约定）格式指定网络驱动器，例
如：\\server\volume\directory\。

保
留
时
间

指定记录在被删除或移动至下一存档（具体取决于存档设置）之前应在存档中保留多长时间。

保留时间必须始终长于上个存档或默认记录数据库的保留时间。这是因为指定的存档保留天数包含之前在该过程中
声明的所有保留时间。

最
大
大
小

选择有关记录数据库中保存的记录数据的最大吉字节数 (GB)。

超出指定吉字节数的记录数据将自动移动至列表中的第一个存档（如果已指定）或被删除。

如果空闲空间小于 5GB，系统始终会将数据库中最旧的数据自动存档（如果未定义下一个
存档，则将其删除）。如果空闲的空间不到 1GB，则会将数据删除。数据库始终需要
250MB 的空闲空间。达到此限制的情况下（如果未能足够快地删除数据），在释放足够的
空间之前，不会将更多数据写入数据库。数据库的实际最大大小是您指定的吉字节数减去
5GB。

时
间
表

指定阐明存档过程的启动间隔的存档计划。存档的频率可以很高（原则上为全年每小时一次），也可以很低（例
如，每 36 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

降
低
帧
速
率

要在存档时降低 FPS，请选中降低帧速率复选框，并设置每秒帧数 (FPS)。

按选择的 FPS数降低帧速率将使记录占用较少的存档空间，但这同样会降低存档的质量。
MPEG-4/H.264/H.265 会自动缩减至关键帧（最小）。

0.1 = 每 10 秒 1 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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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如果贵组织使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则使用故障转移选项卡来将故障转移服务器分配到记录服务器；请参阅“故障转移”选项
卡属性。

有关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安装和设置、故障转移组及其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第32页上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已作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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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转移”选项卡属性

名称 说明

无 选择没有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设置。

主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
次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

选择使用一个主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和可能的一个次要故障转移服务器组的常规故障转移设
置。

热后备服务器 选择使用一台专用记录服务器作为热后备服务器的热后备设置。

高级故障转移设置

打开高级故障转移设置窗口：

l 全力支持：为设备启用完全故障转移支持

l 仅实时：仅为设备上的实时流启用故障转移支持

l 禁用：为设备禁用故障转移支持

故障转移服务通信端口
(TCP)

默认情况下，端口号为 11000。该端口用于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之间的通信。
如果更改端口，则记录服务器必须正在运行，同时必须连接到管理服务器。

“多播”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本系统支持来自记录服务器的实时流的多播。当多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需要查看来自同一摄像机的实时视频
时，多播可帮助节省大量系统资源。当使用 Matrix 功能且多个客户端要求来自相同摄像机的实时视频时，多播特别有用。

只有实时流才可使用多播，记录的视频/音频则不可使用多播。

如果记录服务器有一个以上的网络接口卡，则只可能在其中一个上使用多播。您可以通过
Management Client 来指定使用其中哪一个。

如果您正在使用故障转移服务器，请记住指定故障转移服务器中网络接口卡的 IP 地址（请参阅 第 327
页上的多播选项卡（故障转移服务器））。

要成功实现多播，还要求已将网络设备设置为仅将多播数据包中继至所需的接收方组。否则，多播可
能与广播没有差异，从而可能显著降低网络通信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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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 IP 地址范围

指定您要为来自所选记录服务器的多播流分配地址的范围。当用户查看来自记录服务器的多播视频时，客户端将连接到这些地
址。

对于各多播摄像机馈送，IP地址与端口的组合（IPv4示例：232.0.1.0:6000）必须是唯一的。您可以使用一个IP地址和多个端
口，或多个IP地址和较少的端口。默认情况下，本系统建议使用单个IP地址和1000个端口范围，但是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更
改。

多播的 IP 地址必须位于 IANA为动态主机分配所定义的范围内。IANA是监督全球 IP 地址分配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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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IP 地址
在开始字段中，指定所需范围内的第一个 IP 地址。然后在结束字段中指定所需范围内的最后一个 IP 地
址。

端口
在开始字段中，指定所需范围内的第一个端口号。然后在结束字段中指定所需范围内的最后一个端口
号。

所有多播流
的来源 IP 地
址

仅可以在一个网络接口卡上进行多播，因此，如果记录服务器有一个以上的网络接口卡或者它的网络接
口卡有一个以上的 IP 地址，则该字段有重要意义。

要使用记录服务器的默认接口，在该字段中使用值 0.0.0.0 (IPv4) 或 :: (IPv6)。如果您希望使用另一个网
络接口卡，或在相同的网络接口卡上使用不同的 IP 地址，请指定所需接口的 IP 地址。

l IPv4：224.0.0.0 至 239.255.255.255。

l IPv6 的范围在 IANA网站 (https://www.iana.org/) 上有介绍。

指定数据报选项

指定通过多播传输的数据包（数据报）的设置。

名称 说明

MTU
最大传输单元，允许的最大物理数据包大小（以字节来度量）。大于指定 MTU 的消息在发送前将被拆分为较小
的包。默认值为 1500，这也是大多数 Windows 计算机和以太网上的默认值。

TTL
生存时间，数据包在被丢弃或返回之前的传输期间所允许的最大跳跃数。跳跃是两个网络设备之间的点，通常为
路由器。默认值为 128。

“网络”选项卡（记录服务器）

如果您需要在公共或不可信网络中以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访问 VMS，MOBOTIX 建议您通过
VPN 使用安全连接。这能帮助确保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VMS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得到保护。

在网络选项卡上定义记录服务器的公共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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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使用公共地址？

客户端可能从本地网络以及从互联网连接，在这两种情况下，监控系统都必须提供适当的地址以使得客户端可从记录服务器访
问实时和记录的视频：

l 当客户端从本地连接时，监控系统应使用本地地址和端口号回复

l 当客户端从互联网连接时，监控系统应回复记录服务器的公共地址。这是防火墙或 NAT（网络地址转换）路由器的地
址，通常也有不同的端口号。地址和端口随后可转发到服务器的本地地址和端口。

故障转移服务器（“服务器”节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是在常规记录服务器变得不可用时进行接管的额外记录服务器。您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来配置故障转移记录
服务器，将其作为 冷后备服务器或作为热后备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安装类似于标准记录服务器（请参阅 第 125 页上的安装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安装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之后，便可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看到它们。MOBOTIX 建议您将所有故障转移
记录服务器安装在单独的计算机上。确保使用管理服务器的正确 IP 地址/主机名配置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安装过程中，将
提供运行故障转移服务器服务所使用的用户帐户的用户权限。 它们是：

l 用于启动或停止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启动/停止权限

l 用于读取或写入 RecorderConfig.xml文件的读取和写入访问权限

如果选择了证书进行加密，则管理员必须在所选证书私钥上向故障转移用户授予读取访问权限。

如果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使用加密的记录服务器接管，MOBOTIX 还建议您准备使用加密的故障转移
记录服务器。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09 页上的安全通信（已解释） 和 第 125 页上的安装故障转
移记录服务器，通过 Download Manager。

可在设备级别指定您想要的故障转移支持类型。对于记录服务器上的每台设备，选择全力、仅实时或无故障转移支持。这有助
于对故障转移资源进行优先级排序，例如，为视频而不为音频设置故障转移，或仅在重要的摄像机而不在较不重要的摄像机上
设置故障转移。

在系统处于故障转移模式时，您无法更换或移动硬件、更新记录服务器或更改设备配置（如存储设置
或视频流设置）。

冷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热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设置中，您可以将多播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分到故障转移组中。整个故障转移组专门用于在多台
预选的记录服务器中的任意一台变得不可用时进行接管。您可以根据需求创建任意数量的组（请参阅 第 157 页上的为冷后备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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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具有明显的好处：在之后指定哪些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应接管记录服务器时，您可以选择一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如果
所选组包含一台以上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这样便可使一台以上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做好在记录服务器不可用时进行接管的
准备，从而确保安全。您可以指定第二组故障转移服务器，当第一组中的所有记录服务器都繁忙时，第二组就接管第一组。故
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一次只能为一个组的成员。

故障转移组中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按顺序排列。该顺序决定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接管记录服务器的顺序。默认情况下，该
顺序反映您将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加入故障转移组时的顺序：最先放入的就排在最前面。可根据需要进行更改。

热后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在热后备记录服务器设置中，您可以专门指定一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只接管一台记录服务器。因此，系统可使该故障转移记
录服务器保持“后备”模式，这意味着它与相应记录服务器的正确/当前配置同步，可以比常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更快地进行
接管。如上文所述，热后备服务器仅分配给一台记录服务器，无法进行分组。您无法将已经属于某个故障转移组的故障转移服
务器选为热后备记录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验证

要验证从故障转移服务器到记录服务器的视频数据合并，您必须通过停止记录服务器服务或关闭记录
服务器计算机来使记录服务器不可用。

通过拔出网线或使用测试工具阻塞网络而导致的任何手动网络中断都不是有效的方法。

“信息”选项卡属性（故障转移服务器）

指定以下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属性：

名称 说明

名称 显示在 Management Client 和日志等中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名称。

说明 这是一个可选字段，用于描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例如它从哪台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

主机名称 显示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主机名。该属性不能更改。

本地 Web
服务器地址

显示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的本地地址。例如，您可以使用本地地址来处理 PTZ摄像机控制
命令，并处理来自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浏览和实时请求。

该地址包括用于 Web服务器通信的端口号（通常为端口 7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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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如果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使用加密的记录服务器接管，则还需要准备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以使用加
密。

如果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显示挂锁图标，并且地址包括 https，
而非 http。

Web 服务
器地址

显示 Internet 上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 Web服务器的公共地址。

如果您的安装使用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请输入防火墙或 NAT路由器的地址，以便在 Internet 上访问
监控系统的客户端可以连接到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您可以在网络选项卡上指定公共地址和端口号。

如果对从记录服务器检索数据流的客户端和服务器启用加密，则会显示挂锁图标，并且地址包括 https，
而非 http。

UDP 端口 用于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之间进行通信的端口号。默认端口为 8844。

数据库位置

指定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存储记录的数据库路径。

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记录服务器接管时，不能更改数据库路径。系统会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不再
从记录服务器接管时应用更改。

启用此故障
转移服务器

清除该框会禁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默认情况下为选中状态）。您必须先禁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
然后它们才能从记录服务器接管。

多播选项卡（故障转移服务器）

如果您正在使用故障转移服务器，并且您已经启用视频直播中的多播，那么您必须在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上指定您所
使用的网络接口卡的 IP 地址。

327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有关多播的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154 页上的为记录服务器启用多播。

“信息”选项卡属性（故障转移组）

字段 说明

名称 显示在 Management Client 和日志等中的故障转移组名称。

说明 可选的说明，例如服务器的物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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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段选项卡属性（故障转移组）

字段 说明

指定故障转移顺序 可使用向上和向下来设置组中常规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的所需顺序。

MOBOTIX Interconnect 的远程服务器

MOBOTIX Interconnect™允许您将一些物理上分散的较小远程MOBOTIXHUB安装与一个MOBOTIXHUBL5中央站点集成。
这些小型站点称为远程站点，可安装在船舶、公共汽车或火车等移动设备上。这意味着此类站点无需永久性地连接到网络。

“信息”选项卡（远程服务器）

名称 说明

名称
只要远程服务器在系统和客户端中列出，系统便会使用该名称。名称不要求是唯一的。

重命名服务器时，名称将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全局更改。

说明

输入远程服务器的说明（可选）。

说明将出现在系统中的多个列表中。例如，在将鼠标指针悬停在总览窗格中的硬件名称上时，会出现
说明。

型号 显示远程站点上安装的 MOBOTIX HUB 产品。

版本 显示远程系统的版本。

软件许可证号 远程系统的软件许可证号。

驅動程式 标识处理远程服务器连接的驱动程序。

地址 硬件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IE 打开硬件供应商的默认主页。可以使用此页面管理硬件或系统。

远程系统 ID 用于 MOBOTIX HUB（例如）管理许可证的远程站点的唯一系统 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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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Windows 用户
名

输入用于通过远程桌面进行访问的 Windows 用户名。

Windows 密码 输入用于通过远程桌面进行访问的 Windows 密码。

连接 打开到远程站点的远程连接（如果认可 Windows 凭据）。

设置选项卡（远程服务器）

在设置选项卡上，您可以查看远程系统的名称。

“事件”选项卡（远程服务器）

可以将远程系统中的事件添加至中央站点，以便创建规则，从而立即响应远程系统的事件。事件的数量取决于远程系统中配置
的事件。默认事件无法删除。

如果列表显示不完整：

1. 右键单击总览窗格中的相关远程服务器，然后选择更新硬件。

2. 此对话框中列出了自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建立或最后一次刷新以来远程系统中的所有更改（设备移除、更新
和添加）。单击确认可使用这些更改更新中央站点。

远程检索选项卡

在 MOBOTIX Interconnect 远程检索选项卡上，可以处理设置中远程站点的远程记录检索设置：

指定以下属性：

名称 说明

检索最高以下
速率的记录

确定用于从远程站点检索记录的最高带宽（单位为 Kbits/s）。选中此复选框可启用对检索的限制。

检索以下范围
内的记录

确定从远程站点检索记录限于特定的时间间隔。

已到结束时间但尚未完成的作业会继续执行直至最终完成，因此，如果结束时间处于临界状态，需要
将其设置得更早一些，以便继续执行未完成的作业。

如果系统在时间间隔之外收到自动检索或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进行检索的请求，系统将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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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受检索请求，但会在到达选择的时间间隔之后才开始检索。

可从系统仪表板 -> 当前任务查看由用户启动的搁置中的远程记录检索作业。

在并行设备上
检索

确定同时检索其记录的设备的最大数量。如果根据系统的功能需要更多或更少的容量，请更改默认
值。

更改设置时，可能需要数分钟，更改才会反映在系统中。

以上任何选项均不会应用于远程记录的直接播放。
所有设置为直接播放的摄像机在直接播放时均可用，并可根据需要使用带宽。

设备节点

设备（“设备”节点）

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添加硬件向导时将在中显示设备。

如果设备具有相同的属性，您可通过设备组管理这些设备，请参阅 第 45 页上的设备组（已解释）。

也可分别管理设备。

启用/禁用以及重命名单独的摄像机可在记录服务器硬件上进行。请参阅通过设备组启用/禁用设备。

对于摄像机的其他所有配置和管理，请在“站点导航”窗格中展开设备，然后选择一个设备：

l 摄像机

l 麦克风

l 扬声器

l 元数据

l 输入

l 输出

在总览窗格中，可将摄像机分组以便轻松总览摄像机。初始分组将作为添加硬件向导的一部分完成。

有关受支持硬件的信息，请参阅MOBOTIX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supporteddevices)上关于受支持硬件
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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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的状态图标

选择了某台设备后，当前状态信息将显示在预览窗格中。
以下图标用于显示设备的状态：

摄
像
机

麦
克
风

扬
声
器

元
数
据

输
入

输
出

说明

设备已启用并检索数据：设备已启用，并且您正在检索实时流。

设备正在记录：设备正在系统上记录数据。

设备暂时停止或没有馈送：设备停止后，不会有信息传输至系统。如果是摄像
机，则无法查看实时视频。停止的设备仍能够就检索事件、设定设置等与记录服
务器通信，这一点与设备被禁用时相反。

设备被禁用：无法通过规则自动启动，并且无法与记录服务器通信。如果摄像机
被禁用，则无法查看实时视频和记录的视频。

正在修复设备数据库。

设备需要注意：设备的运行不正常。将鼠标指针悬停在设备图标上以在工具提示
中取得关于问题的说明。

状态未知：设备的状态未知，例如，在记录服务器离线时。

可以组合某些图标，如此例中，设备已启用并检索数据与设备正在记录组合。

摄像机（“设备”节点）

在您将硬件添加至系统时，摄像机设备会自动添加，并默认启用。

系统附带默认启动馈送规则，该规则确保来自所有已连接摄像机的视频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停用和/或修改
默认规则。

遵循该配置顺序，完成与摄像机设备配置相关的最典型任务：

1. 配置摄像机设置，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2. 配置流，请参阅“流”选项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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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配置移动，请参阅“移动”选项卡（设备）。

4. 配置记录，请参阅“记录”选项卡（设备）和监视设备的数据库。

5. 依照需要配置其余设置。

麦克风（“设备”节点）

在您将硬件添加至系统时，麦克风设备会自动添加。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它们，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启用，可以在添加硬件向导中
启用，也可以之后启用。麦克风不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您可以在系统上使用任意所需数量的麦克风。

麦克风的使用可以完全独立于摄像机。

系统附带默认启动音频馈送规则，该规则确保来自所有已连接麦克风的音频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停用和/或
修改默认规则。

可在这些选项卡上配置麦克风设备：

l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设备）

l “设置”选项卡，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l “记录”选项卡，请参阅“记录”选项卡（设备）

l “事件”选项卡，请参阅“事件”选项卡（设备）

扬声器（“设备”节点）

在您将硬件添加至系统时，扬声器设备会自动添加。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它们，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启用，可以在添加硬件向导中
启用，也可以之后启用。扬声器不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您可以在系统上使用任意所需数量的扬声器。

扬声器的使用可以完全独立于摄像机。

系统附带默认启动音频馈送规则，该规则会启动设备，以使设备准备好将用户激活的音频发送至扬声器。可以根据需要停用和
/或修改默认规则。

可在这些选项卡上配置扬声器设备：

l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设备）

l “设置”选项卡，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l “记录”选项卡，请参阅“记录”选项卡（设备）

元数据（“设备”节点）

系统附带默认启动馈送规则，该规则确保来自支持元数据的所有已连接硬件的元数据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可以根据需要停
用和/或修改默认规则。

可在这些选项卡上配置元数据设备：

l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设备）

l “设置”选项卡，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l “记录”选项卡，请参阅“记录”选项卡（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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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设备”节点）

输入设备的使用可以完全独立于摄像机。

指定在设备上使用外部输入单元之前，请验证以确保设备自身能识别传感器操作。大部分设备都能在
其配置界面中或通过通用网关接口 (CGI) 脚本命令显示此信息。

在您将硬件添加至系统时，输入设备会自动添加。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它们，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启用，可以在添加硬件向导中启
用，也可以之后启用。输入设备不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您可以在系统上使用任意所需数量的输入设备。

可在这些选项卡上配置输入设备：

l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设备）

l “设置”选项卡，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l “事件”选项卡，请参阅“事件”选项卡（设备）

输出（“设备”节点）

输出也可以从 Management Client 和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手动触发。

指定在设备上使用外部输出单元之前，请验证以确保设备自身能控制连接至输出的设备。大部分设备
都能在其配置界面中或通过通用网关接口 (CGI) 脚本命令显示此信息。

在您将硬件添加至系统时，输出设备会自动添加。默认情况下会禁用它们，因此必须在使用前启用，可以在添加硬件向导中启
用，也可以之后启用。输出设备不需要单独的许可证。您可以在系统上使用任意所需数量的输出设备。

可在这些选项卡上配置输出设备：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

l “信息”选项卡，请参阅“信息”选项卡（设备）

l “设置”选项卡，请参阅“设置”选项卡（设备）

“设备”选项卡

“信息”选项卡（设备）

在信息选项卡上，可以在多个字段中查看和编辑关于设备的基本信息。
所有设备都拥有信息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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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选项卡属性

名称 说明

名称
在系统和客户端中列出设备时将使用该名称。

重命名设备时，名称将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全局更改。

说明
输入设备的说明（可选）。

说明将出现在系统中的多个列表中。例如，在将鼠标指针悬停在总览窗格中的名称上时，会出现说明。

硬件名称
显示设备所连接硬件的名称。该字段不可在此处编辑，但您可通过单击字段旁边的转到进行更改。这会
让您前往硬件信息，以便在其中更改名称。

端口号 显示硬件上连接设备的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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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对于单设备硬件，端口号通常为 1。对于多设备硬件（例如具有数个通道的视频服务器），端口号通常
指示设备所连接的通道（例如 3）。

简称
要应用摄像机的简称，请在此处输入。字符的最大长度为 128。

如果您正在使用智能地图，系统会自动显示简称，并在智能地图上显示摄像机。否则，则会显示全称。

地理坐标

以纬度、经度的格式输入摄像机的地理位置。您输入的值将确定摄像机图标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智能地图上的位置。

该字段主要针对智能地图和第三方集成。

方向

输入从垂直轴上的正北点测量的摄像机的查看方向。您输入的值将确定摄像机图标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智能地图上的方向。

默认值为 0.0。

该字段主要针对智能地图和第三方集成。

视野

输入视野（以度为单位）。您输入的值将确定摄像机图标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智能地图上的
视野。

默认值为 0.0。

该字段主要针对智能地图和第三方集成。

深度

输入摄像机的深度（以米或英尺为单位）。您输入的值将确定摄像机图标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智能地图上的深度。

默认值为 0.0。

该字段主要针对智能地图和第三方集成。

在浏览器中
预览位置

要确认您是否输入了正确的地理坐标，请单击此按钮。Google Maps 将在您标配的 Internet 浏览器中
打开，并显示您指定的位置。

该字段主要针对智能地图和第三方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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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项卡（设备）

在设置选项卡上，可以在多个字段中查看和编辑设备的设置。
所有设备都拥有设置选项卡。

表格中显示的值可更改或为只读。将设置更改为非默认值时，值会以粗体显示。

表格的内容取决于设备驱动程序。

允许的范围显示于设置表格下方的信息框中：

有关摄像机设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查看或编辑摄像机设置。

“数据流”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数据流选项卡：

l 摄像机

数据流选项卡会默认列出单个数据流。即选定摄像机的默认数据流，用于实时视频和记录的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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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
称

说明

记
录

选中此复选框以更改用于记录的流。对于实时视频，可以设置并使用摄像机支持的所有实时数据流，但是一次只能
选择一个数据流用于记录。

添
加

单击以将流添加到列表。

添加数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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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具有记录选项卡：

l 摄像机

l 麦克风

l 扬声器

l 元数据

只有在启用了记录且符合记录相关的规则条件时，才会将来自设备的记录保存在数据库中。

设备无法配置的参数以灰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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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记录
启用/禁用记录

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

预缓冲

预缓冲记录的预缓冲和存储（已作说明）

管理预缓冲

管理手动记录

记录帧速率
指定记录帧速率

启用关键帧记录

存储 监视设备的数据库状态

选择 将设备从一个存储移到另一个存储

删除所有记
录

如果已将组中的所有设备添加到同一服务器，请使用此按钮：

删除记录

连接恢复时
自动检索远
程记录

保存和检索远程记录

“移动”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移动选项卡：

l 摄像机

在移动选项卡上，可以启用和配置所选摄像机的移动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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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移动侦测 启用和禁用移动侦测

硬件加速 选择自动以启用硬件加速，或选择关闭以禁用设置。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启用或禁用硬件加速。

隐私屏蔽

如果您定义了带有永久隐私屏蔽的区域，则可以选中隐私屏蔽复选框以在移动选项卡上显示隐私屏
蔽。您可以在 第 355 页上的隐私屏蔽选项卡（设备） 中定义隐私屏蔽区域。

在永久隐私屏蔽遮盖的区域没有移动侦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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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手动灵敏度
决定图像中的每个像素必须变化多少才能被视为移动。

启用手动灵敏度以定义移动

阈值
决定图像中的每个像素必须变化多少才能被视为移动。

指定阈值以定义移动

仅限关键帧
(MPEG-
4/H.264/H.265)

选中此复选框以仅对关键帧而不是对整个视频流进行移动侦测。仅适用于 MPEG-4/H.264/H.265。

对关键帧进行移动侦测会减少执行分析的处理能力用量。

每（毫秒）处理
图像

在此列表中选择一个图像处理间隔，以确定系统执行移动侦测分析的频率。

例如，每 1000 毫秒即每秒一次。默认值为每隔 500 毫秒。

该间隔在实际帧速率高于您此处所设间隔的情况下应用。

侦测分辨率

在此列表中选择侦测分辨率以优化移动侦测性能。

仅分析图像的选定百分比，例如 25%。分析 25% 表示只分析图像中四分之一的像素，而不是所有
像素。

使用优化的侦测可减少进行分析的处理能力用量，但同时也意味着降低移动侦测精度。

生成智能搜索的
移动数据

启用此复选框后，系统会生成移动侦测所使用图像的移动数据。例如，如果选择仅对关键帧进行移
动侦测，那么将只生成关键帧的移动数据。

如果有更多移动数据，客户端用户就能通过智能搜索功能根据图像选定区域的移动进行相关记录的
快速搜索。系统不会生成永久隐私屏蔽遮盖区域的移动数据，只会生成可解除隐私屏蔽遮盖区域的
移动数据（请参阅“移动侦测”选项卡（已作说明））。

移动侦测阈值和排除区域不会影响到生成的移动数据。

l 在工具 > 选项 > 常规下指定生成摄像机智能搜索数据的默认设置。

使用排除区域
在摄像机视图的特定区域中禁用移动侦测：

指定移动侦测的排除区域

“预设”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预设选项卡：

l 支持预设位置的 PTZ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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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预设选项卡上，您可以在以下对象中创建或导入预设位置，例如：

l 将 PTZ（全景-倾斜-变焦）摄像机设置为在事件发生后移动至特定预设位置的规则

l 用于 PTZ摄像机在多个预设位置之间自动移动的巡视

l 由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执行的手动激活

您可以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为角色分配 PTZ权限（请参阅 第 398 页上的“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或“PTZ”选项卡（请
参阅 第 426 页上的PTZ选项卡（角色））。

344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345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预设”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新建
在系统中为摄像机添加预设位置：

添加预设位置（类型 1）

使用设备的预设
在摄像机本身上为 PTZ摄像机添加一个预设位置：

使用摄像机的预设位置（类型 2）

默认预设

指定 PTZ摄像机的其中一个预设位置作为摄像机的默认预设
位置：

将摄像机的预设位置指定为默认位置

编辑

编辑系统中定义的现有预设位置：

编辑摄像机的预设位置（仅类型 1）

编辑在摄像机中定义的预设位置的名称：

重命名摄像机的预设位置（仅类型 2）

已锁定

选择此复选框以锁定预设位置。如果要阻止MOBOTIX HUB
Desk Client中的用户或拥有受限安全权限的用户更新或删除

预设，可锁定预设位置。锁定的预设由该图标 表示。

在添加（参阅添加预设位置（类型 1））和编辑（参阅编辑预
设位置（仅类型 1））过程中锁定预设。

激活
单击此按钮以测试摄像机预设位置：

测试预设位置（仅类型 1）。

保留和释放

防止其他用户控制摄像机并释放保留。

有运行保留 PTZ会话的安全权限的管理员可在此模式下运行
PTZ摄像机。这可阻止其他用户控制摄像机。具有足够的权
限，您可以释放其他用户的保留的 PTZ会话：

保留和释放 PTZ会话。

PTZ 会话 监视系统当前是否正在巡视或用户已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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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第 347 页上的PTZ会话属性。

查看 PTZ摄像机的状态并管理摄像机的超时：

指定 PTZ会话超时。

PTZ 会话属性

PTZ 会话表显示了 PTZ摄像机的当前状态。

名称 说明

用户
显示已按下保留按钮并且当前正在控制 PTZ摄像机的用户。

如果巡视会话由系统启动，它将显示巡视。

优先级 显示用户的 PTZ优先级。您只能从优先级低于您的用户接管 PTZ会话。

超时 显示当前 PTZ会话的剩余时间。

保留

指示当前会话是否为保留 PTZ会话：

l 真：保留

l 假：未保留

PTZ 会话部分中的复选框使您可以更改每个 PTZ摄像机的以下超时。

名称 说明

手动
PTZ
会话

指定此摄像机上的手动 PTZ会话的超时时间（如果您希望此超时不同
于默认时间）。可以在工具菜单的选项下指定默认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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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的超
时

暂停
巡视
PTZ
会话
的超
时

指定此摄像机上的暂停巡视 PTZ会话的超时时间（如果您希望此超时
不同于默认的时间）。可以在工具菜单的选项下指定默认时间。

保留
的
PTZ
会话
的超
时

指定此摄像机上的保留 PTZ会话的超时时间（如果您希望此超时不同
于默认的时间）。可以在工具菜单的选项下指定默认时间。

“巡视”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巡视选项卡：

l PTZ摄像机

在巡视选项卡上，可以创建巡视配置文件，这是 PTZ（全景/倾斜/变焦）摄像机在大量预设位置之间的自动移动。
必须先在预设选项卡中为摄像机指定至少两个预设位置才能使用巡视功能，请参阅添加预设位置（类型 1）。

巡视选项卡，显示使用了自定义转换的巡视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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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视”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添加 添加巡视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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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预设 ID 指定巡视配置文件中的预设位置

等待时间（秒） 指定各预设位置的时间

自定义转换 自定义转换 (PTZ)

完成时转到特定
位置

指定巡视时的结束位置

手动巡视 监视系统当前是否正在巡视或用户已控制。

开始和停止

可使用开始和停止按钮启动和停止手动巡视。

有关如何指定在恢复所有或单个 PTZ摄像机的常规巡视之前应该经过多少时间的信息，请参阅指定
PTZ会话超时。

手动巡视属性

手动巡视表显示了 PTZ摄像机的当前状态。

名称 说明

用户
显示已保留了 PTZ会话或启动手动巡视且当前正在控制摄像机的用户。

如果巡视会话由系统启动，它将显示巡视。

优先级 显示用户的 PTZ优先级。您只能从优先级低于您的用户或巡视配置文件接管 PTZ会话。

超时 显示当前保留会话或手动 PTZ会话的剩余时间。

保留

指示当前会话是否为保留 PTZ会话。

l 真：保留

l 假：未保留

“鱼眼镜头”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具有鱼眼镜头选项卡：

350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l 配有鱼眼镜头的固定摄像机

在鱼眼镜头选项卡上，您可以为所选摄像机启用和配置鱼眼镜头支持。

“鱼眼镜头”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启用鱼眼镜头支持 启用和禁用鱼眼镜头支持

“事件”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事件选项卡：

l 摄像机

l 麦克风

l 输入

除了系统的事件外，某些设备也可配置为触发事件。在系统中创建基于事件的规则时可以使用这些事件。从技术层面而言，这
些事件发生于实际摄像机/硬件上而非监控系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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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添加和删除 添加或删除设备的事件

“事件”选项卡（属性）

名称 说明

配置的事
件

可以在配置的事件列表中选择和添加的事件完全取决于设备及其配置。对于一些类型的设备，该列表为空。

常规
属性的列表取决于设备和事件。为了使事件按预期工作，必须在设备以及在该选项卡上以同样方式指定部分
或全部属性。

“客户端”选项卡（设备）

以下设备拥有客户端选项卡：

l 摄像机

在客户端选项卡上，可以指定当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摄像机时查看和听取其他哪些设备。

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元数据设备会进行记录，请参阅 第 173 页上的启用相关设备上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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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可以在摄像机上启用实时多播。这意味着摄像机通过记录服务器将实时流多播到客户端。

即使记录服务器使用加密，也不会加密多播流。

“客户端”选项卡属性

名
称

说明

相
关
麦

指定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默认从摄像机的哪个麦克风
接收音频。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根据需要手动选择
监听另一个麦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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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克
风

指定与用于视频流和音频流传输的手机视频推送摄像机相关的麦克
风。

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麦克风会进行记录。

相
关
扬
声
器

指定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默认使用摄像机的哪一个扬
声器讲话。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根据需要手动选择
其他扬声器。

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扬声器会进行记录。

相
关
元
数
据

指定摄像机上，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从其接收数据的
一个或多个元数据设备。

摄像机进行记录时，相关元数据设备会进行记录。

快
捷
方
式

为使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可以简便地选择摄像机，请
为摄像机定义键盘快捷键。

l 创建每个快捷键，使其唯一识别摄像机

l 摄像机快捷键数字不得长于四位数

实
时
多
播

系统支持将来自记录服务器的实时流多播到 MOBOTIX HUB Desk
Client。要从摄像机启用实时流的多播，请选中该复选框。

实时多播仅适用于您在流选项卡上指定为摄
像机默认流的流。

还必须为记录服务器配置多播。请参阅 第 154 页上的为记录服务
器启用多播。

即使记录服务器使用加密，也不会加密多播
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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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屏蔽选项卡（设备）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以下设备拥有隐私屏蔽选项卡：

l 摄像机

在隐私屏蔽选项卡上，您可以启用和配置所选摄像机的隐私保护。

“隐私屏蔽”选项卡上的任务

名称 说明

隐私屏蔽
启用/禁用隐私屏蔽

隐私屏蔽（已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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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永久屏蔽和可解除
屏蔽

定义您想用永久的还是可解除的隐私屏蔽：

定义隐私屏蔽

与隐私屏蔽相关的任务

任务 说明

为与有权解除隐私屏蔽的角色相关联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更
改解除隐私屏蔽的超时。

更改可解除隐私屏蔽的超时时间

启用或禁用为角色解除隐私屏蔽的权限。 授予用户解除隐私屏蔽的权限

创建一个设备报告，其中包含有关摄像机当前隐私屏蔽设置的信
息。

创建隐私屏蔽配置报告

“隐私屏蔽”选项卡（属性）

名称 说明

栅格
尺寸

选择的栅格尺寸决定栅格的密度，而不考虑栅格是否会显示出来。

可选择的值为 8×8、16×16、32×32 或 64×64。

清除 清除您指定的所有隐私屏蔽。

显示
栅格

选中显示栅格复选框即可显示栅格。

显示 选择显示隐私屏蔽复选框（默认）时，永久隐私屏蔽在预览中以紫色显示，可解除隐私屏蔽以绿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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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隐私
屏蔽

MOBOTIX 建议保持选中显示隐私屏蔽复选框，以便您和您的同事可以看到当前的隐私保护配置。

笔大
小

使用笔大小滑块来指示当单击并拖动栅格以选择区域时希望的选择大小。默认设置为小，等同于栅格中的一个方
块。

永久
屏蔽

在此选项卡的预览中以及在移动选项卡上以紫色显示。

永久隐私屏蔽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始终可见，不能解除。可用于遮盖从不需要监视的视频区域，如
不允许监视的公共区域。永久隐私屏蔽是排除在移动侦测之外的。

您可以将隐私屏蔽遮盖指定为实体或某种模糊级别。遮盖设置适用于实时和记录视频。

可解
除屏
蔽

在此选项卡的预览中以绿色显示。

具有足够用户权限的用户可以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解除可解除隐私屏蔽。默认情况下，隐私屏蔽会
解除 30 分钟，或直到用户再次应用。请注意，用户有权访问的所有摄像机的视频都将解除隐私屏蔽。

如果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没有解除隐私屏蔽的权限，系统会要求有权授权的用户进行授权。

您可以将隐私屏蔽指定为实体或某种模糊级别。遮盖设置适用于实时和记录视频。

模糊

使用滑块选择客户端中隐私屏蔽的模糊级别，或将遮盖设置为实体。

默认情况下，永久隐私屏蔽区域的遮盖是实体的（不透明的）。默认情况下，可解除隐私屏蔽为中等模糊级别。

您可以通知客户端用户永久和可解除隐私屏蔽的外观，以便区分。

“硬件属性”窗口

有多个选项可用于为系统中的每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如果硬件位于已启用 NAT的路由器或防火墙之后，您可能需要指定不同的端口号并配置路由器/防火
墙，使其映射硬件使用的端口和 IP 地址。

添加硬件向导可帮助您检测网络上的硬件（例如摄像机和视频编码器），并将它们添加至本系统上的记录服务器。该向导还可
帮助您为 MOBOTIX Interconnect 设置添加远程记录服务器。一次仅为一台记录服务器添加硬件。

“信息”选项卡（硬件）

有关远程服务器信息选项卡的信息，请参阅 第 329 页上的“信息”选项卡（远程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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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名称。只要硬件在系统和客户端中列出，系统便会使用该名称。名称不要求是唯一的。

重命名硬件时，名称将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全局更改。

说明

输入硬件的说明（可选）。说明将出现在系统中的多个列表中。例如，在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总览窗格
中的硬件名称上时，会出现说明：

型号 标识硬件型号。

序列号 由制造商指定的硬件序列号。序列号通常但并非总是与 MAC 地址一致。

驅動程式 标识处理硬件连接的驱动程序。

IE 打开硬件供应商的默认主页。可以使用此页面管理硬件。

地址 硬件的主机名或 IP 地址。

MAC 地址
指定系统硬件的媒体访问控制 (MAC) 地址。MAC 地址由 12 个十六进制字符组成，是网络上每个硬件
的唯一标识。

固件版本： 硬件设备的固件版本。要确保系统显示当前版本，请在每次固件更新后运行更新硬件数据向导。

上次更改密码 密码上次更改字段根据更改密码的计算机的本地时间设置显示最新密码更改的时间戳。

上次更新的硬件
数据：

硬件数据上次更新的时间和日期。

“设置”选项卡（硬件）

在设置选项卡上，可以检查或编辑硬件的设置。

设置选项卡的内容取决于所选硬件，可能会因为硬件类型不同而有所差异。对于某些类型的硬件，设
置选项卡不会显示任何内容或仅显示只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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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远程服务器设置选项卡的信息，请参阅 第 330 页上的设置选项卡（远程服务器）。

“PTZ”选项卡（视频编码器）

在 PTZ 选项卡上，可以为视频编码器启用 PTZ（全景/倾斜/变焦）。该选项卡只在所选设备为视频编码器或驱动程序同时支持
PTZ及非 PTZ摄像机时可用。

必须在 PTZ选项卡中对视频编码器的每个通道单独启用PTZ使用，然后才可使用视频编码器所连接PTZ摄像机的PTZ功能。

并非所有视频编码器都支持使用 PTZ摄像机。即使视频编码器支持 PTZ摄像机的使用，也可能需要在
使用 PTZ摄像机前进行相应配置。通常是通过访问设备的 IP 地址进入基于浏览器的配置界面来安装额
外的驱动程序。

PTZ 选项卡，为视频编码器的两个通道启用了 PTZ。

客户端节点

客户端（节点）

本文将介绍如何为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操作员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系统管理员自定义用户界面。

Wall（“客户端”节点）

Wall 属性

“信息”选项卡

在 Wall 定义的 信息 选项卡上，可添加和编辑 Wall 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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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Wall 定义的名称。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显示为 Wall 视图组名称。

说明 Wall 定义的说明。说明仅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内部使用。

状态文本 在摄像机视图项目中显示摄像机和系统状态信息。

无标题栏 在电视墙上的所有视图项目上隐藏标题栏。

标题栏 在电视墙上的所有视图项目上显示标题栏。

“预设”选项卡

在 Wall 定义的预设选项卡上，可添加和编辑 Wall 预设1。

名称 说明

新增
向您的 Wall 定义添加预设。

输入新预设的名称和说明。

编辑 编辑预设的名称或说明。

删除 删除预设。

激活 在配置为使用预设的 Wall 监视器上应用预设。要自动应用预设，必须创建使用预设的规则。

“布局”选项卡

在 Wall 定义的 布局 选项卡上定位监视器，使其位置与电视墙上物理监视器的安装相似。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也会
使用该布局。

1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一个或多个 Wall 监视器的预定义布局。预设决定了显示哪些摄像机，以及电视墙上每个监视
器的内容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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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编辑 调整监视器的位置。

移动
要将监视器移动至新位置，请选择监视器然后将其拖动至所需位置，或者单击其中一个箭头按钮沿所选方向
移动监视器。

变焦按
钮

放大或缩小 Wall 布局预览，确保正确放置监视器。

名称 监视器的名称。名称显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

大小 电视墙上物理监视器的尺寸。

纵横比 电视墙上物理监视器的高/宽关系。

监视器属性

“信息”选项卡

在 Wall 预设中监视器的 信息 选项卡上，可以添加监视器并编辑监视器的设置。

名称 说明

名称 监视器的名称。名称显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

说明 监视器的说明。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说明仅在内部使用。

大小 电视墙上物理监视器的尺寸。

纵横
比

电视墙上物理监视器的高/宽关系。

空预
设

定义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触发或选择了新 Wall 预设时，对于空预设布局，应在监视器上显示的内
容：

l 选择 保留会保持监视器上的当前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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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l 选择清除 会清除所有内容，从而使监视器上不显示任何内容。

空预
设项
目

定义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触发或选择了新 Wall 预设时，应在空预设项目中显示的内容：

l 选择 保留 会保持布局项目中的当前内容。

l 选择 清除 会清除内容，从而使布局项目中不显示任何内容。

元素
插入

定义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时，应如何将摄像机插入监视器的布局：

l 独立 - 只有受影响的布局项目的内容会变化，布局中的其余内容保持不变。

l 已链接 - 会将布局项目的内容从左侧推动到右侧。例如，如果摄像机插入位置 1，则会将位置 1 的原有
摄像机推动到位置 2，将位置 2 的原有摄像机推动到位置 3，以此类推，如该示例中所示：

“预设”选项卡

在 Wall 预设中监视器的 预设 选项卡上，可以编辑所选 Wall 预设中监视器的视图布局和内容。

名称 说明

预设 所选 Wall 定义的 Wall 预设的列表。

编辑

单击 编辑可编辑所选监视器的布局和内容。

双击摄像机可将其删除。

单击 清除 可定义新布局或排除 Wall 预设中的监视器，从而使监视器可用于不受 Wall 预设控制的其他内容。

单击 以选择监视器要用的布局，然后单击 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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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客户端”节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下列选项卡可用于指定每个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的属性。您可以根据需要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锁定设置，使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无法更改它们。

要管理系统中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请展开客户端并选择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信息”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
符

说明

信息

名称和说明、现有配置文件的优先级以及使用配置文件的角色总览。

如果用户是多个角色的成员，每个角色都有各自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则用户将获得具有最高优先级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常规”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
表
符

说明

常
规

显示/隐藏和最小化与最大化菜单设置之类的设置、登录/注销、启动、超时、信息和消息传递选项以及启用或禁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某些选项卡的设置。

如果隐藏摄像机错误消息，可能会导致操作员忽略与摄像机的连接丢失的风险。

搜索期间允许的摄像机设置可让您控制操作员可以添加到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搜索的摄像机数量。
设置摄像机限制可以帮助您防止系统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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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
表
符

说明

高
级

高级设置，例如最大解码线程、去交错和时区设置。

最大解码线程控制用于解码视频流的解码线程数量。此设置有助于在实时模式及播放模式中提高多核计算机的性
能。具体性能改善取决于视频流。该设置主要用于高度编码的高分辨率视频流，如 H.264/H.265（对于此类视频，
潜在性能改善非常显著），而在使用如 JPEG或 MPEG-4 等编码时，该设置的作用较小。

去交错可以将视频转换为非隔行的格式。隔行处理决定图像在屏幕上如何刷新。刷新的方式是，先扫描图像中的奇
数行，然后扫描偶数行。因为每次扫描过程中需要处理的信息较少，所以这种方式的刷新率较高。但是，隔行扫描
会导致闪烁，或者明显察觉一半的图像行会改变。

自适应流媒体传输使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能够自动选择与视图项目所请求的流具有最佳分辨率匹配的实时
视频流。这会减少 CPU 和 GPU 的负载，从而提高计算机的解码能力和性能。这需要配置具有不同分辨率的实时视
频流的多流，请参阅管理多流。

“实时”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符 说明

实时 实时选项卡/窗格、摄像机播放按钮、摄像机覆盖按钮、边界框和实时相关的 MIP 插件的可用性。

“播放”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符 说明

播放 播放选项卡/窗格、打印报告布局、独立播放、书签、边界框和播放相关的 MIP 插件的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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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符 说明

设置 常规设置/窗格/按钮，与设置相关的 MIP 插件的可用性以及编辑地图和编辑实时视频缓冲的权限。

“导出”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
符

说明

导出
路径、隐私屏蔽、视频和静态图像格式以及导出时要包含的内容、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Player 的导出
格式以及更多设置。

“时间轴”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符 说明

时间轴
是否包括音频、时间和移动指示的可见性以及处理播放空白部分的方式。

您还可以选择是否显示其他来源的其他数据或其他标记。

“访问控制”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表符 说明

访问控制 选择在由事件触发访问请求通知时，是否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屏幕上弹出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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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管理器”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
表
符

说明

警
报
管
理
器

指定是否：

l 将在安装了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计算机上显示警报的桌面通知。 通知仅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运行时显示（即使已最小化）

仅当警报具有特定优先级（例如中或高）时，才会显示警报的桌面通知。 要配置触
发通知的警报优先级，请转到警报 > 警报数据设置 > 警报数据级别。 对于每个必
需的警报优先级，请选中启用桌面通知复选框。 请参阅警报数据设置（“警报”节
点）

l 警报应在安装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计算机上播放声音通知。声音通知仅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运行时播放 （即使已最小化）

警报的声音通知仅在声音与警报关联时播放。要将声音与警报关联，请转到警报 >
警报数据设置 > 警报数据级别。对于每个所需的警报优先级，选择要与警报关联的
声音。请参阅警报数据设置（“警报”节点）

“智能地图”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制
表
符

说明

智
能
地
图

指定智能地图功能的设置。

您可以指定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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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表
符

说明

l OpenStreetMaps 可用作地理背景

l 当用户向智能地图添加自定义叠加层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会自动创建位置。

您还可以指定系统从计算机中删除与智能地图相关的数据的频率。为了帮助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更快地显
示智能地图，客户端将地图数据保存在计算机的缓存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能会降低计算机的速度。

缓存不适用于 Google Maps。

如果您要使用 Bing Maps 或 Google Maps 作为地理背景，请输入 Bing Maps API 的密钥，或 Google Static
Maps API 的密钥。

“视图布局”选项卡（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此选项卡允许您指定以下属性：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客户端”节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信息”选项卡（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在信息选项卡上，可以为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设置以下内容：

组件 要求

名称 输入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的名称。

优先级 使用上下箭头设置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的优先级。

说明 输入配置文件的说明。这是可选的。

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的
角色

该字段显示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角色。不可对其进行编
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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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文件”选项卡（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配置文件选项卡上，可以启用或禁用以下元素在 Management Client 用户界面上的可见性：

导航

在该部分，决定是否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位于导航窗格中的各个功能和操作。

导航元
素

说明

基本信
息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许可证信息和站点信息。

远程连
接服务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 Axis One-click 摄像机连接。

服务器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记录服务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设备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摄像机、麦克风、扬声器、元数据、输入和输
出。

Client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 Wall、视图组、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和 Matrix。

规则和
事件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规则、时间配置文件、通知配置文件、用户定
义事件、分析事件和常规事件。

安全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角色和基本用户。

系统仪
表板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系统监视器、系统监视器阈值、证据锁定、当
前任务和配置报告。

服务器
日志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系统、审核和规则触发的日志。

访问控
制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访问控制功能（如果已将任何访问控制系统集
成或插件添加至您的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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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信息

在该部分，决定是否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特定设备通道的各个选项卡，如摄像机的设
置选项卡或记录选项卡。

设备通道 说明

摄像机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摄像机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麦克风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麦克风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扬声器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扬声器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元数据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元数据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输入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输入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输出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部分或全部与输出相关的设置和选项卡。

工具菜单

在该部分，决定是否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属于工具菜单的元素。

工具菜单选项 说明

已注册服务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已注册服务。

有效角色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有效角色。

选项 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选项。

联合站点

在该部分，决定是否允许与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关联的管理员用户查看联合站点层级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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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和事件节点

规则（“规则和事件”节点）

本系统包含大量默认规则，无需进行任何设置即可使用基本功能。您可以根据需要取消激活或修改默认规则。如果您修改或取
消激活默认规则，本系统可能不会按预期工作，并且可能无法保证视频或音频自动馈送到本系统。

默认规则 说明

当 PTZ
完成时回
到预设

确保当 PTZ摄像机经过手动操作后回到各自默认的预设位置。默认情况下，未启用该规则。

即使启用了此规则，也必须为相关 PTZ摄像机定义默认预设位置才能使该规则工作。可在预设选项卡上执
行该操作。

根据请求
播放音频

确保在出现外部请求时自动录制视频。

请求始终由与系统外部集成的系统触发，并且此规则主要供外部系统或插件集成商使用。

根据书签
进行记录

确保当操作员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设置书签时自动记录视频。要使用该功能，应启用相关摄像
机的记录。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记录。

此规则的默认记录时间是设置书签之前的 3 秒和设置书签之后的 30 秒。可编辑规则中的默认记录时间。您
在“记录”选项卡上设置的预缓冲必须等于或大于预记录时间。

移动记录

确保如果为相应摄像机启用了记录，只要在摄像机视频中侦测到移动，就会记录视频。默认情况下，会启用
记录。

虽然默认规则指定了基于侦测到的移动的记录，但这并不能保证系统记录视频，因为您可能对一台或多台摄
像机单独禁用了摄像机记录。即使启用了记录，仍需牢记，记录的质量可能会受各台摄像机的记录设置影
响。

根据请求
进行记录

确保在发生外部请求时自动记录视频，前提是已经为相关摄像机启用了记录。默认情况下，会启用记录。

请求始终由与系统外部集成的系统触发，并且此规则主要供外部系统或插件集成商使用。

启动音频
馈送

确保来自所有已连接麦克风和扬声器的音频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

虽然安装系统后，默认规则会立即启用对已连接麦克风和扬声器的音频馈送的访问，但这并不能保证会记录
音频，因为您必须单独指定记录设置。

启动馈送

确保来自所有已连接摄像机的视频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

虽然安装系统后，默认规则会立即启用对已连接摄像机的视频馈送的访问，但这并不能保证会记录视频，因
为必须单独指定摄像机的记录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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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规则 说明

启动元数
据馈送

确保来自所有已连接摄像机的数据馈送均自动馈送到系统。

虽然安装系统后，默认规则会立即启用对已连接摄像机的数据馈送的访问，但这并不能保证会记录数据，因
为必须单独指定摄像机的记录设置。

显示访问
请求通知

确保分类为“访问请求”的所有访问控制事件都会导致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弹出访问请求通知，
除非在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中禁用了通知功能。

重新创建默认规则

如果意外删除了任何默认规则，可通过输入以下内容重新创建它们：

默认规则 要输入的文本

当 PTZ 完成时回到
预设

在 PTZ手动会话停止时从所有摄像机执行动作

立即移动到发生事件的设备上的默认预设

根据请求播放音频
从外部请求播放音频消息时执行动作

从设备上具有优先级 1 的元数据中播放音频消息

根据书签进行记录

对所有摄像机、所有麦克风、所有扬声器的书签引用请求执行动作，在事件发生前三秒在发生事
件的设备上启动记录

停止记录 30 秒后立即执行动作

移动记录
在移动开始时执行动作且所有摄像机从设备上发生事件前三秒启动记录

在移动停止时执行停止动作且所有摄像机三秒后停止记录

根据请求进行记录
对“请求从外部开始记录”执行动作，在来自元数据的设备上立即开始记录

对“请求从外部停止记录”执行动作，立即停止记录

启动音频馈送
在时间间隔内执行动作且始终启动所有麦克风和所有扬声器上的馈送

在时间间隔结束时执行操作且立即停止馈送

启动馈送 在时间间隔内执行动作且始终启动所有摄像机上的馈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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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认规则 要输入的文本

在时间间隔结束时执行操作且立即停止馈送

启动元数据馈送
在时间间隔内执行动作且始终启动所有元数据上的馈送

在时间间隔结束时执行操作且立即停止馈送

显示访问请求通知
在发生访问请求（访问控制类别）时从系统 [+ 单元] 执行动作

显示内置访问请求通知

通知配置文件（“规则和事件”节点）

为通知配置文件指定以下属性：

组件 要求

名称
输入通知配置文件的描述性名称。 在创建规则的过程中，每当您选择通知配置文件，该名称稍后都会出
现。

说明（可
选）

输入通知配置文件的说明。 当鼠标指针暂停在“总览”窗格的通知配置文件列表中的通知配置文件上时，会
出现说明。

接收方
输入通知配置文件的电子邮件通知应该发往的电子邮件地址。 要输入一个以上电子邮件地址，请以分号将
地址隔开。 例如：aa@aaaa.aa;bb@bbbb.bb;cc@cccc.cc

主题

输入您希望作为电子邮件通知的主题出现的文本。

您可以在主题和消息文本字段中插入系统变量，例如设备名称。要插入变量，在字段下的框中单击所需的
变量链接。

邮件文本

输入您希望出现在电子邮件通知正文部分中的文本。 除消息文本外，各电子邮件通知的中文会自动包含这
些信息：

l 触发电子邮件通知的来源

l 任何附带静态图像或 AVI 视频剪辑的来源

电子邮件 指定发送各电子邮件通知之间需要经过的最短间隔时间（以秒为单位）。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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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要求

间隔时间

l 如果指定值为 120 ，则即使通知配置文件在经过 2 分钟之前被规则再次触发，发送各电子邮件通
知之间至少也要经过 2 分钟

l 如果指定值为 0，每当通知配置文件被规则触发，就会发送电子邮件通知。这可能导致发送大量的
电子邮件通知。如果使用值 0，因此应仔细考虑是否希望使用规则中可能经常被触发的通知配置文
件

图像数 指定您希望包含在通知配置文件的各电子邮件通知中的静态图像的最大数量。默认为 5 个图像。

图像间隔
时间（毫
秒）

指定希望出现在包含的图像上的记录之间间隔的毫秒数。示例：对于默认值 500 毫秒，包含的图像显示记
录的时间间隔为 0.5 秒。

事件前时
间（秒）

该设置用于指定 AVI 文件的开始。默认情况下，AVI 文件包含从触发通知配置文件前 2 秒开始的记录。您
可以将该值更改为所需秒数。

事件后时
间 (秒):

该设置用于指定 AVI 文件的结束。默认情况下，AVI 文件在通知配置文件触发 4 秒后结束。您可以将该值
更改为所需秒数。

帧速率 指定希望 AVI 文件包含的每秒帧数。默认为每秒 5 帧。帧速率越高，图像质量和 AVI 文件大小越高。

电子邮件
中嵌入的
图像

如果选择（默认），图像会被插入电子邮件通知的正文部分。如果不选择，图像会作为附带的文件包含在
电子邮件通知中。

事件总览

在管理规则向导中添加基于事件的规则时，可以在大量不同事件类型间选择。为了便于总览，根据可选择的事件是否为以下内
容将其分组列出：

硬件：

某些硬件本身能够创建事件（例如）以侦测移动。可以将它们作为事件使用，但必须先在硬件上进行配置，然后才能在系统中
使用。有可能只能使用一些硬件上列出的事件，因为并非所有类型的摄像机都能侦测干预或温度变化。

硬件 - 可配置事件：

硬件的可配置事件将从设备驱动程序自动导入。这意味着它们对于各个硬件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不进行介绍。在将可配置事件
添加至系统并在硬件的事件选项卡上配置之前，不会触发这些可配置事件。某些可配置事件还需要您配置摄像机（硬件）本
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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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 预定义事件：

事件 说明

通信错误（硬件） 在硬件连接丢失时发生。

通信已开始（硬件） 与硬件成功建立了通信时发生。

通信已停止（硬件） 在成功停止了与硬件的通信时发生。

设备 - 可配置事件：

设备的可配置事件将从设备驱动程序自动导入。这意味着它们对于各个设备不尽相同，因此本文不进行介绍。在将可配置事件
添加至系统并在设备的事件选项卡上配置之前，无法触发这些可配置事件。

设备 - 预定义事件：

事件 说明

书签
引用
请求

在客户端的实时模式下生成书签时发生。此外，还需要使用“默认根据书签进行录制”规则。

通信
错误
（设
备）

与设备的连接断开时，或尝试与设备通信不成功时发生。

通信
已开
始
（设
备）

与设备成功建立了通信时发生。

通信
已停
止

成功停止与设备的通信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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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设
备）

证据
锁定
已更
改

由客户端用户或通过 SDK 更改了设备的证据锁定时发生。

证据
已锁
定

由客户端用户或通过 SDK 创建了设备的证据锁定时发生。

证据
已取
消锁
定

由客户端用户或通过 SDK 删除了设备的证据锁定时发生。

馈
送溢
出启
动

在记录服务器不能以在配置中指定的速度处理接收到的数据，因此被迫丢弃部分录制时发生馈送溢出（媒体溢
出）。

如果服务器状态良好，馈送溢出的发生通常都是由于磁盘写入速度太慢。可通过减少数据写入量或提高存储系统
性能来解决此问题。通过降低摄像机帧速率、分辨率或图像质量减少数据写入量，但这可能降低录制质量。如果
不想使用此方法，可以选择安装额外的驱动器以分担负载或者安装更快速的磁盘或控制器，从而提高存储系统的
性能。

可以使用该事件触发操作，帮助避免问题，例如，降低录制帧速率。

馈送
溢出
停止

当数据源溢出（请参阅 第 375 页上的 馈送溢出启动）结束时发生。

实时
客户
端馈
送请
求

客户端用户请求从设备获得实时流时发生。

在请求时发生事件，即使客户端用户的请求随后不成功，例如由于客户端用户没有查看请求的实时馈送的权限或
者由于馈送出于某种原因而停止。

实时
客户
端馈

客户端用户不再请求从设备获得实时流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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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送终
止

手动
记录
已开
始

在客户端用户启动摄像机的录制会话时发生。

即使设备正在通过规则操作录制，也会触发该事件。

手动
记录
已停
止

在客户端用户停止摄像机的录制会话时发生。

如果规则系统还启动了录制会话，即使在手动录制停止后，它仍会继续录制。

已请
求标
记数
据参
考

在客户端中或通过 SDK 在播放模式下生成了证据锁定时发生。

会创建您可以在规则中使用的事件。

操
作启
动

系统在接收自摄像机的视频中侦测到移动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为事件所链接的摄像机启用系统的移动侦测。

除了系统的移动侦测之外，某些摄像机本身就能侦测移动并触发操作启动（硬件）事件，但这取决于摄像机硬件
和系统中的配置。另请参阅 第 373 页上的硬件 -可配置事件：。

操作
停止

在接收的视频中不再侦测到移动时发生。另请参阅 第 376 页上的 操作启动。

此事件类型要求为事件所链接的摄像机启用系统的移动侦测。

除了系统的移动侦测之外，某些摄像机本身就能侦测移动并触发“操作停止（硬件）”事件，但这取决于摄像机硬
件和系统中的配置。另请参阅 第 373 页上的硬件 -可配置事件：。

输出
已激
活

设备上的外部输出端口被激活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系统中至少有一个设备支持输出端口。

输出
已更
改

设备上的外部输出端口的状态改变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系统中至少有一个设备支持输出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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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输出
已取
消激
活

设备上的外部输出端口被取消激活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系统中至少有一个设备支持输出端口。

PTZ
手动
会话
启动

手动操作的 PTZ会话（与基于预定巡视的或由事件自动触发的 PTZ会话相反）在摄像机上启动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事件所链接的摄像机为 PTZ摄像机。

PTZ
手动
会话
停止

手动操作的 PTZ会话（与基于预定巡视的或由事件自动触发的 PTZ会话相反）在摄像机上停止时发生。

此事件类型要求事件所链接的摄像机为 PTZ摄像机。

录制
开始

只要录制启动便会发生。已启动的手动录制有单独的事件。

录制
已停
止

只要录制停止便会发生。已停止的手动录制有单独的事件。

设置
更改

设备的设置成功获得更改时发生。

设置
更改
错误

尝试更改设备的设置不成功时发生。

外部事件 - 预定义事件：

事件 说明

请求播放音频消息
通过 SDK 请求播放音频消息时激活。

通过 SDK 第三方供应商为您的系统开发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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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能。

请求开始记录

通过 SDK 请求开始记录时激活。

通过 SDK 第三方供应商为您的系统开发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
能。

请求停止记录

通过 SDK 请求停止记录时激活。

通过 SDK 第三方供应商为您的系统开发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
能。

外部事件 - 常规事件：

常规事件应允许通过 IP 网络向系统发送简单字符串，从而在系统中触发操作。常规事件的目的是允许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与
系统交互。

外部事件 - 用户定义事件：

也可以选择进行多个事件自定义以符合系统要求。可为以下目的使用此类用户定义事件：

l 使得客户端用户能够在客户端中查看实时视频时手动触发事件

l 很多其他用途。例如，可以创建当从设备接收到特定类型的数据时发生的用户定义事件

另请参阅 第 64 页上的用户定义事件（已解释）。

记录服务器：

事件 说明

存档可用 当记录服务器的存档从不可用变为可用时发生。另请参阅 第 378 页上的 存档不可用。

存档不可用

在记录服务器的存档变得不可用时（如到网络驱动器上的存档的连接丢失时）发生。在这种
情况下，无法为记录存档。

例如，您可以使用事件来触发警报或通知配置文件，使得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到组织中的
相关人员。

存档未完成 当记录服务器的存档尚未完成上一轮存档却已计划开始下一轮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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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设置保留大小之前数据
库会删除录制

在达到数据库大小限值之前达到保留时间限值。

设置保留时间之前数据
库会删除录制

在达到保留时间限值之前达到数据库大小限值。

数据库磁盘已满 - 正在
自动存档

在数据库磁盘已满时发生。数据库磁盘剩余空间低于 5GB 时便被视为已满：

如果空闲空间小于 5GB，总是会将数据库中最旧的数据自动存档（或在未定义下一个存档时
删除）。

数据库磁盘已满 - 正在
删除

当数据库磁盘已满并有小于 1 GB 的空间可用时出现。即使已定义下一个存档，数据也会被删
除。数据库始终需要 250MB 的空闲空间。如果达到此限制（如果未能足够快地删除数据），
则在释放足够的空间之前，不会将更多数据写入数据库。数据库的实际最大大小是您指定的
吉字节数减去 5GB。

数据库已满 - 自动存档 在记录服务器的存档已满却需要自动存档至存储中的存档时发生。

数据库修复
数据库出现问题时发生，这种情况下，系统会自动尝试两种不同的数据库修复方法：快速修
复和完全修复。

数据库存储可用
当记录服务器的存储从不可用变为可用时发生。另请参阅 第 379 页上的 数据库存储不可用。

例如，如果录制已被数据库存储不可用事件停止，则可以使用该事件来启动录制。

数据库存储不可用

在记录服务器的存储变得不可用时（如到网络驱动器上的存储的连接丢失时）发生。在这种
情况下，无法为记录存档。

例如，您可以使用事件来停止录制、触发警报或通知配置文件，使得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到组织中的相关人员。

故障转移加密的通信错
误

故障转移服务器与受监控的记录服务器之间存在 SSL 通信错误时发生。

故障转移启动 在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从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时发生。另请参阅故障转移服务器（节点）。

故障转移停止 在记录服务器重新可用并且可以从故障转移记录服务器进行接管时发生。

系统监视器事件

系统监视器事件是由系统监测阈值节点中配置的超阈值触发的。另请参阅 第 224 页上的查看硬件的当前状态，并在需要时进
行故障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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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能要求 Data Collector 服务正在运行。

系统监视器 - 服务器：

事件 说明

CPU 使用率处于临界状态 当 CPU 使用率超过临界 CPU 阈值时发生。

CPU 使用率处于正常状态 当 CPU 使用率回到警告 CPU 阈值以下时发生。

CPU 使用率处于警告状态 当 CPU 使用率超过警告 CPU 阈值或低于临界 CPU 阈值时发生。

内存使用率处于临界状态 当内存使用率超过临界内存阈值时发生。

内存使用率处于正常状态 当内存使用量下降到警告内存阈值以下时发生。

内存使用率处于警告状态 当内存使用率超过警告内存阈值，或者下降到临界内存使用阈值以下时发生。

NVIDIA 解码临界 当 NVIDIA解码使用率超过临界 NVIDIA解码阈值时发生。

NVIDIA 解码正常 当 NVIDIA解码使用率下降到低于警告的 NVIDIA解码阈值时发生。

NVIDIA 解码警告
当 NVIDIA的解码使用率超过了警告 NVIDIA解码阈值或低于临界 NVIDIA解码阈值时发
生。

NVIDIA 内存临界 当 NVIDIA内存率使用超过临界 NVIDIA内存阈值时发生。

NVIDIA 内存正常 当 NVIDIA内存使用率下降到警告 NVIDIA内存阈值以下时发生。

NVIDIA 内存警告
当 NVIDIA内存使用率超过警告 NVIDIA内存阈值，或者下降到临界 NVIDIA内存阈值以下
时发生。

NVIDIA 渲染临界 当 NVIDIA渲染使用率超过临界 NVIDIA渲染阈值时发生。

NVIDIA 渲染正常 当 NVIDIA渲染使用率下降到警告 NVIDIA渲染阈值以下时发生。

NVIDIA 渲染警告
当 NVIDIA渲染使用率超过警告 NVIDIA渲染阈值，或者下降到临界 NVIDIA渲染阈值以下
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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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可用服务处于临界状态
当服务器服务停止运行时发生。

此事件没有阈值。

可用服务处于正常状态
当服务器服务状态更改为运行时发生。

此事件没有阈值。

系统监视器 - 摄像机：

事件 说明

实时 FPS 处于临界状态 当实时 FPS率低于临界实时 FPS阈值时发生。

实时 FPS 处于正常状态 当实时 FPS率超过警告的实时 FPS阈值时发生。

实时 FPS 处于警告状态 当实时 FPS率低于警告的实时 FPS阈值或超过临界的实时 FPS阈值时发生。

录制 FPS 处于临界状态 当录制 FPS率低于临界录制 FPS阈值时发生。

录制 FPS 处于正常状态 当录制 FPS率超过警告的录制 FPS阈值时发生。

录制 FPS 处于警告状态 当录制 FPS率低于警告录制 FPS阈值或超过临界录制 FPS阈值时发生。

已用空间处于临界状态 当用于特定摄像机录制的存储空间超过临界使用空间阈值时发生。

已用空间处于正常状态 当用于特定摄像机录制的存储空间低于警告使用空间阈值时发生。

已用空间处于警告状态
当用于特定摄像机录制的存储空间超过警告使用空间阈值或低于临界使用空间阈值时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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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监视器 - 磁盘：

事件 说明

可用空间处于临界状态 当磁盘空间使用超过临界可用空间阈值时发生。

可用空间处于正常状态 当磁盘空间使用低于警告可用空间阈值时发生。

可用空间处于警告状态 当磁盘空间使用超过警告可用空间阈值或低于临界可用空间阈值时发生。

系统监视器 - 存储：

事件 说明

保留时间处于临界状态
当系统预测存储将比临界保留时间阈值更快地填满时发生。例如，当来自视频流的数据以比预
期更快地填充存储时。

保留时间处于正常状态
当系统预测存储将比警告保留时间阈值更慢地填满时发生。例如，当来自视频流的数据以预期
速率填充存储时。

保留时间处于警告状态
当系统预测存储将以比警告保留时间阈值更快速度，或者比临界保留时间阈值更慢的速度填充
时发生。例如，由于被配置为录制运动的摄像机所检测到的更多运动，当来自视频流的数据以
比预期更快的速率填充存储时。

其他：

事件 说明

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失败
当自动在线激活序列号失败时发生。

对于此事件，没有阈值。

已开始进行计划好的密码更改 开始进行计划好的密码更改时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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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说明

已成功完成了计划好的密码更改 完成计划好的密码更改而且不出错时发生。

已完成了计划好的密码更改，但出现错误 完成计划好的密码更改但出错时发生。

来自附加产品和集成的事件：

来自附加产品和集成的事件可在规则系统中使用，例如：

l 分析事件也可在规则系统中使用

操作和停止操作

一组操作和停止操作可用于管理规则向导中的规则创建。如果本系统安装使用附加产品或特定于供应商的插件，可能还可以使
用更多操作。对于每种操作类型，列出了相关停止操作信息。

管理规则向导

动作 说明

在 <设备> 上开始记
录

开始录制，并将数据保存在所选设备的数据库中。

选择此类型操作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

应开始录制的时间。这应在要发生操作的设备上立即或于触发事件/触发时间间隔开始之前数秒
发生。

此操作类型要求操作所链接的设备上已启用录制。仅当为相关设备启用了预缓冲时，才能保存事
件或时间间隔之前的数据。可在录制选项卡上启用录制和指定设备的预缓冲设置。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停止录制。

没有此停止操作，录制可能会无限期继续下去。还可以选择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在 <设备> 上开始馈
送

开始从设备向本系统进行数据馈送。开始从设备馈送时，数据将从设备传送到本系统，这样就可
根据数据类型查看和录制。

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在哪些设备上启动馈送。本系统包括确保始终在
所有摄像机上启动馈送的默认规则。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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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定停止动作：停止馈送。

还可以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使用强制停止操作停止馈送停止设备的馈送意味着不再从该设备传送数据到本系统，这样就（例
如）无法再进行实时查看和录制视频。然而，已停止馈送的设备仍然可以与记录服务器通信，并
且可通过规则自动重新启动馈送（与手动禁用设备后的情况相反）。

当此操作类型启用了对选定设备的数据馈送的访问时，并不能保证会录
制数据，因为必须单独指定录制设置。

将 <Wall> 设置为 <
预设>

将 MOBOTIX HUB Video Wall 设置为所选预设。指定 Wall 预设选项卡上的预设。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设置 <Wall> <监视
器> 以显示 <摄像机
>

设置特定 MOBOTIX HUB Video Wall 监视器以显示本站点或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配置的任何子站点上的所选摄像机的实时视频。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将 <Wall> <监视器
> 设置为显示文本 <
消息>

设置特定的 MOBOTIX HUB Video Wall 监视器，以显示用户定义的最大长度为 200 个字符的文
本消息。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从 <Wall> 监视器 <
监视器> 删除 <摄像
机>

停止显示特定摄像机的视频。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设备> 上设置实
时帧速率

设置系统显示选定摄像机的实时视频时使用的特定帧速率（用于替代摄像机的默认帧速率）。在
设置选项卡上进行该指定。

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在哪些设备上设置哪个帧速率。始终确认指定的
帧速率在相关摄像机上可用。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恢复默认实时帧速率。

没有此停止操作，可能始终不会恢复默认帧速率。还可以选择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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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在 <设备> 上设置记
录帧速率

设置系统在数据库中保存选定摄像机的录制视频时使用的特定帧速率（不使用摄像机的默认录制
帧速率）。

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在哪些摄像机上设置哪个录制帧速率。

只能针对 JPEG指定录制帧速率，JPEG是一种视频编码解码器，它将每个帧分别压缩为 JPEG
图像。此操作类型还要求操作所链接的摄像机上已启用录制。可在录制选项卡上启用摄像机录
制。可以指定的最大帧速率取决于相应摄像机类型及其选定图像分辨率。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恢复默认录制帧速率。

没有此停止操作，可能始终不会恢复默认录制帧速率。还可以选择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设置 <设备> 上所有
MPEG-
4/H.264/H.265 帧
的记录帧速率

设置系统在数据库中保存选定摄像机的录制视频时，帧速率为录制所有帧，而不是仅关键帧。在
录制选项卡上启用“只录制关键帧”功能。

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应该应用操作的设备。

只可以为 MPEG-4/H.264/H.265 启用关键帧录制。此操作类型还要求操作所链接的摄像机上已
启用录制。可在录制选项卡上启用摄像机录制。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
恢复 MPEG-4/H.264/H.265 关键帧的默认录制帧速率

如果没有此停止操作，可能始终不会恢复默认设置。还可以选择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使用带 PTZ 优先级
<优先级> 的 <配置
文件> 开始巡视 <设
备>

为具有特定优先级的特定 PTZ摄像机根据特定巡视配置文件开启 PTZ巡视。这是有关巡视执行
方式的准确定义，包括预设位置的顺序、时间设置等。

如果自较早版本的系统升级系统，旧的值（非常低、低、中、高和非常高）已经转换为以下值：

l 非常低 = 1000

l 低 = 2000

l 中 = 3000

l 高 = 4000

l 非常高 = 5000

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巡视配置文件。只能在一个设备上选择一个巡视
配置文件，不能选择多个巡视配置文件。

此动作类型要求动作所链接的设备为 PTZ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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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必须为设备定义至少一个巡视配置文件。可在巡视选项卡上定义 PTZ摄
像机的巡视配置文件。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
停止巡视

没有此停止操作，巡视可能永远不会停止。还可以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暂停巡视 <设备>

暂停 PTZ巡视。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在哪些设备上暂停巡视。

此动作类型要求动作所链接的设备为 PTZ设备。

必须为设备定义至少一个巡视配置文件。可在巡视选项卡上定义 PTZ摄
像机的巡视配置文件。

需要停止动作：此动作类型需要一个或多个停止动作。在以下步骤之一中，向导将自动提示您指
定停止动作：恢复巡视

没有此停止操作，巡视可能会无限期暂停。还可以选择指定更多停止操作。

将 <设备> 移至有
PTZ 优先级 <优先
级> 的 <预设> 位置

将特定摄像机移至（然而始终根据优先级）特定预设位置。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
提示您选择预设位置。在一个摄像机上只能选择一个预设位置。无法选择多个预设位置。

此动作类型要求动作所链接的设备为 PTZ设备。

该动作要求为这些设备定义了至少一个预设位置。可在预设选项卡上定
义 PTZ摄像机的预设位置。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移至有 PTZ 优先级 将一个或多个特定摄像机移至（然而始终根据优先级）各自的默认预设位置。选择此操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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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优先级> 的 <设备>
默认预设

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应该应用操作的设备。

此动作类型要求动作所链接的设备为 PTZ设备。
该动作要求为这些设备定义了至少一个预设位置。可在预设选项卡上定
义 PTZ摄像机的预设位置。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将设备输出设置为 <
状态>

将设备输出设置为特定状态（已激活或已取消激活）。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
您指定在哪些设备上设置何种状态。

此操作类型要求操作所链接的每个设备至少有一个连接到输出端口的外部输出单元。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设备> 上创建书
签

在选定设备的实时流或录制上创建书签。使用书签可方便追溯特定事件或时间段。书签设置在选
项对话框中进行控制。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指定书签详细信息并选择设
备。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播放<设备>上<优先
级>的音频<消息>

在所选设备上播放由事件触发的音频消息。设备大多为扬声器或摄像机。

这类动作需要您已在工具 > 选项 > 音频消息选项卡上将消息上传至系统。

您可以为同一事件创建多个规则，并向每台设备发送不同消息，但要始终符合优先级。控制顺序
的优先级是在规则上设置以及通过语音选项卡在设备上为角色设置的优先级：

l 如果已播放一条消息，并且将另一条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消息发送至同一扬声器，将在完成
第一条消息后继续播放第二条

l 如果已播放一条消息，并且将另一条具有更高优先级的消息发送至同一扬声器，将中断第
一条消息，立即播放第二条

发送通知到 <配置文
件>

使用特定通知配置文件发送通知。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通知配置文件
以及包含预警报图像的来源设备。只能选择一个通知配置文件，而不能选择多个通知配置文件。
单个通知配置文件可能包含多个接收方。

还可以为相同事件创建更多规则，并向每个通知配置文件发送不同通知。可以通过在规则列表中
右键单击规则来复制和重用规则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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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该操作类型要求定义了至少一个通知配置文件。仅当为相关通知配置文件启用了包含图像选项
时，才会包含预警报图像。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新建 <日志条目>

在规则日志中生成条目。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为日志条目指定文本。指定
日志文本时，可以在日志消息中插入变量，例如：$DeviceName$、$EventName$。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设备> 上启动插
件

启动一个或多个插件。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所需插件以及要启动插件
的设备。

此操作类型要求在系统上安装至少一个或多个插件。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设备> 上停止插
件

停止一个或多个插件。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所需插件以及要停止插件
的设备。

此操作类型要求在系统上安装至少一个或多个插件。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设备> 上应用新
设置

更改一个或多个设备上的设备设置。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相关设备，
并且您可以在指定的设备上定义相关设置。

如果为一个以上设备定义设置，则只能更改可用于所有指定设备的设
置。

示例：指定操作应链接到设备 1 和设备 2。设备 1 具有设置 A、B 和 C，而设备 2 具有设置 B、C
和 D。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更改同时可用于两个设备的设置，即设置 B 和 C。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设置 Matrix，以查
看 <设备>

使得选定摄像机的视频显示在能够显示 Matrix 所触发视频的计算机上，如安装了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计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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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选择此动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 Matrix 接收方以及在所选 Matrix 接收方上显示
视频的一个或多个来源设备。

此动作类型仅允许您每次选择一个 Matrix 接收方。如果要使选定设备的视频显示在一个以上
Matrix 接收方，则应为每个所需 Matrix 接收方创建规则或使用 MOBOTIX HUB Video Wall 功
能。通过在规则列表中右键单击规则，可复制和重用规则内容。这样，就不必从头创建几乎相同
的规则。

作为 Matrix 接收方自身配置的一部分，用户必须指定 Matrix 通信所需
的端口号和密码。确保用户有权访问此信息。用户通常还必须定义允许
的主机（接受显示 Matrix 所触发视频相关命令的来源主机）的 IP 地
址。在这种情况下，用户还必须知道管理服务器或所用任何路由器或防
火墙的 IP 地址。

发送 SNMP 陷阱

在选定设备上生成录制事件的小型消息。SNMP 陷阱的文本是自动生成的，无法自定义。可以包
含已发生事件所在的设备的来源类型和名称。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从 <设备> 检索并存
储远程记录

检索和存储（支持边缘录制的）选定设备在触发事件前后的指定时间段内的远程录制。

此规则与连接恢复时自动检索远程记录设置无关。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从 <设备> 检索并存
储 <开始时间和结束
时间> 之间的远程记
录

检索和存储（支持边缘录制的）选定设备在指定时间段内的远程录制。

此规则与连接恢复时自动检索远程记录设置无关。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保存附加的图像

确保收到来自“图像接收”事件的图像（摄像机通过 SMTP 电子邮件发送）时会将其保存以供将来
使用。将来，其他事件也可能触发此操作。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 <存档> 上激活存
档

启动一个或多个存档上的存档操作。选择此操作类型时，管理规则向导将提示您选择相关存档。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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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动作。

在 <站点> 触发器上
<用户定义的事件>

最常用于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中，但也可在单站点安装中使用它。使用该规则在
站点（通常为联合分层中的远程站点）上触发用户定义事件。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显示 <访问请求通知
>

当满足触发事件的条件时，允许您访问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屏幕上弹出的请求通知。
MOBOTIX 建议使用访问控制事件作为该操作的触发事件，因为访问请求通知通常配置用于相关
访问控制命令和摄像机上的操作。

此操作类型要求在系统上安装至少一个访问控制插件。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在<基于规则的
DLNA 通道>设置<
摄像机>

根据事件，摄像机被分配至基于规则的 DLNA通道。这种类型的操作要求您拥有已安装在系统上
的 DLNA服务器。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从<基于规则的
DLNA 通道>移除<
摄像机>

根据事件，将摄像机从基于规则的 DLNA通道中删除。这种类型的操作要求您拥有已安装在系统
上的 DLNA服务器。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从<基于规则的
DLNA 通道>移除当
前摄像机

根据事件，将具有活动流的摄像机从基于规则的 DLNA通道中删除。这种类型的操作要求您拥有
已安装在系统上的 DLNA服务器。

无强制停止动作：此操作类型不需要停止操作。可指定在事件发生时或一段时间后执行可选停止
动作。

更改硬件设备上的密
码

根据该特定硬件设备的密码要求，将所选硬件设备的密码更改为随机生成的密码。 有关受支持的
硬件设备的列表，请参阅查找硬件。

只有在使用对 <recurring time> 执行操作规则类型设置规则时，此操
作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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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作 说明

以下事件可用于该操作：

l 第 382 页上的 已开始进行计划好的密码更改

l 第 383 页上的 已成功完成了计划好的密码更改

l 第 383 页上的 已完成了计划好的密码更改，但出现错误

此动作类型不具有停止动作。

您可以在当前任务节点中查看此操作的进度。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第 223 页上的查看记录服务
器上当前正在进行的任务。

要查看操作结果 -转到系统日志选项卡上的服务器日志节点。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294 页上
的“服务器日志”选项卡（选项）。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系统日志（选项卡）。

测试分析事件（属性）

测试分析事件的要求时，会出现一个窗口，用于检查四个条件，并提供可能的错误描述和解决方案。

条件 说明 错误消息和解决方案

更改
已保
存

如果是新事件，该事件是否已保存？ 或
者如果事件名称有所更改，这些更改是
否已保存？

测试分析事件之前保存更改。 解决方案/说明：保存变更。

分析
事件
已启
用

分析事件功能是否已启用？
分析事件尚未启用。 解决方案/说明：启用分析事件功能。为此，
单击工具 > 选项 > 分析事件，然后选中已启用复选框。

允许
地址

发送事件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主机名是
否已被允许（在分析事件地址列表中列
出）？

本地主机名必须添加为 Analytics Event 服务允许的地址。 解决
方案/说明：将您的计算机添加到允许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的分析事
件地址列表。

解析本地主机名时出错。 解决方案/说明：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
名无法找到或无效。

发送
分析
事件

是否将测试事件成功发送到事件服务
器？

请参阅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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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步骤标记为失败： 或成功： .

条件发送分析事件的错误消息和解决方案：

错误消息 解决方案

事件服务器未找到 无法在注册服务列表中找到事件服务器。

连接到事件服务器时出错
无法连接到声明端口上的事件服务器。发生错误很可能是由于网络问题或 Event Server
服务已停止。

发送分析事件时出错
已建立与事件服务器的连接，但无法发送事件。发生错误很可能是由于网络问题，如超
时。

从事件服务器接收响应时出
错

已将事件发送到事件服务器，但没有收到回复。发生错误很可能是因为网络问题或端口正
忙。

请查看通常位于 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的事件服
务器日志。

事件服务器不知道分析事件
Event Server 服务不知道事件。发生错误很可能是因为没有保存事件或对事件所作的更
改。

事件服务器接收到无效分析
事件

事件格式不正确。

发件人未经事件服务器授权 很可能您的计算机不在允许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列表中。

事件服务器中的内部错误

事件服务器错误。

请查看通常位于 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的事件服
务器日志。

从事件服务器接收到无效响
应

响应无效。可能是因为端口正忙或出现网络问题。

请查看通常位于 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的事件服
务器日志。

来自事件服务器的响应未知

响应有效但无法理解。发生错误可能是因为网络问题或端口正忙。

请查看通常位于 ProgramData\MOBOTIX\MOBOTIX HUB Event Server\logs\ 的事件服
务器日志。

意外错误 请联系 MOBOTIX 支持部门以获取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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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事件和数据来源（属性）

该功能仅在安装 MOBOTIX HUB 事件服务器后才能工作。

常规事件（属性）

组件 要求

名称 常规事件的唯一名称。名称必须在所有类型的事件中都唯一，例如用户定义事件、分析事件等。

已启用 常规事件默认是启用的。清除该复选框可禁用事件。

表达式

在分析数据包时本系统应查找的表达式。可使用以下运算符：

l ( ): 用来确保将相关术语作为逻辑单位一起处理。可使用它们在分析中强制执行特定的处理顺序

示例：搜索条件“(User001 OR Door053) AND Sunday”会首先处理括号中的两个术语，然后将结果与字
符串的最后一部分结合。因此，系统首先查找包含术语 User001 或 Door053 的任何数据包，然后再运行结
果来查看哪些数据包还包含术语 Sunday。

l AND：通过使用 AND运算符，可指定必须包含 AND运算符两边的术语

示例：搜索条件“(User001ANDDoor053) AND Sunday”只有在术语 User001、Door053 和Sunday均包
括在表达式中时才会返回结果。仅包含其中一个或两个术语并不够。使用 AND结合的术语越多，检索到的
结果就越少。

l OR：可通过 OR 运算符指定必须包括的一个或其他术语

示例：搜索条件“User001ORDoor053 ORSunday”会返回包含 User001、Door053 或 Sunday 的所有结
果。使用 OR 结合的术语越多，检索到的结果就越多。

表达式类
型

表示本系统在分析接收到的数据包时的特定行为。选项如下所示：

l 搜索：为了使事件发生，已接收的数据包必须包含在表达式字段中指定的文本，但还可包含更多内
容

示例：如果已指定接收到的数据包应包含术语 User001 和 Door053，则如果接收到的数据包包含
术语User001和Door053 以及 Sunday，将会触发事件，因为所需的两个术语已包含在接收到的数
据包中。

l 匹配：为了使事件发生，接收到的数据包必须包含与表达式字段中指定的文本一样的内容，不得包
含其他内容

l 正则表达式：为了使事件发生，在表达式字段中指定的文本必须能够识别接收到的数据包中的特定
模式

如果从搜索或匹配切换至正则表达式，表达式字段中的文本会自动翻译为正则表达式。

393 / 458



用户界面详情

组件 要求

优先级

必须将优先级指定为 0（最高优先级）和 999999（最低优先级）之间的一个数字。

可能针对不同事件分析同一数据包。通过为每个事件指定优先级，可管理当已接收的软件包匹配多个事件的
条件时，应触发哪个事件。

当本系统接收到 TCP 和/或 UDP 数据包时，数据包分析过程将首先分析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件。这样，就
可以在数据包符合若干事件的条件时，仅触发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件。如果数据包符合几个具有相同优先级
事件的条件，例如，两个事件的优先级都是 999，则系统会自动触发具有此优先级的所有事件。

检查表达
式是否与
事件字符
串匹配

根据在表达式字段中输入的表达式来测试事件字符串。

常规事件数据来源（属性）

组件 要求

数据来源

可在两种默认数据来源之间进行选择，也可定义自定义数据来源。具体选择取决于第三方程序和/
或您想要联接的硬件或软件：

兼容性：启用出厂默认设置，回显所有字节，TCP 和 UDP，仅 IPv4，端口 1234，无分隔符，仅
本地主机，当前代码页编码 (ANSI)。

国际：启用出厂默认设置，仅回显统计信息，仅 TCP，IPv4+6，端口 1235，<CR><LF> 作为分
隔符，仅本地主机，UTF-8 编码。 (<CR><LF> = 13,10)。

[数据来源 A]

[数据来源 B]

等等。

新建 单击创建新数据来源。

名称 数据来源的名称。

已启用 数据来源默认是启用的。清除该复选框可禁用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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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要求

重设 单击以重设所选数据来源的所有设置。在名称字段中输入的名称将保持。

端口 数据来源的端口号。

协议类型选择器

系统应监听并分析以用来侦测常规事件的协议：

任何：TCP 及 UDP。

TCP：仅 TCP。

UDP：仅 UDP。

在用于常规事件的 TCP 和 UDP 数据包中，可以包含特殊字符，如 @、#、+、~ 等。

IP 类型选择器 可选择的 IP 地址类型：IPv4、IPv6 或两者皆可。

分隔符字节
选择用于分隔各个常规事件录像的分隔符字节。数据来源类型国际（请参阅 第 394 页上的 数据
来源）的默认值为 13,10。(13,10 = <CR><IF>)。

回声类型选择器

可用的回声返回格式：

l 回显统计信息：回显以下格式：[X],[Y],[Z],[常规事件的名称]

[X] = 请求编号。

[Y] = 字符数。

[Z] = 匹配常规事件的数量。

[常规事件的名称] = 在名称字段中输入的名称

l 回显所有字节：回显所有字节

l 无回显：抑制所有回显

编码类型选择器 默认情况下，列表仅显示最相关的选项。选中全部显示复选框可显示所有可用编码选项。

全部显示 请参阅上一小节。

允许的外部 IPv4
地址

指定 IP 地址，管理服务器必须能够与该地址通信才能管理外部事件。也可使用此功能排除您不希
望从中获取数据的 IP 地址。

允许的外部 IPv6
地址

指定 IP 地址，管理服务器必须能够与该地址通信才能管理外部事件。也可使用此功能排除您不希
望从中获取数据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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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可以在四个位置中的每一个指定，如 100,105,110-120。例如，在 10.10 网络上的所有地址均可
通过 10.10.[0-254].[0-254] 或 10.10.255.255 允许。

安全节点

角色（“安全性”节点）

“信息”选项卡（角色）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角色的信息选项卡上，可以进行以下设置：

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角色的名称。

说明 输入角色的说明。

Management Client 配
置文件

选择要与角色关联的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不能将它应用至默认管理员角色。

需要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管理安全性的权限。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选择要与角色关联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需要在 management server 上管理安全性的权限。

默认时间配置文件
选择要与角色关联的默认时间配置文件。

不能将它应用至默认管理员角色。

证据锁定配置文件 选择要与角色关联的证据锁定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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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时间配置文件内的 Desk
Client 登录

选择与该角色关联的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被允许登录的时间配置文件。

如果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在期限到期时登录，该用户将被自动注销。

不能将它应用至默认管理员角色。

允许 Desk Client 登录
选中复选框以允许与此角色关联的用户登录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默认不允许访问 Desk Client。取消选中复选框拒绝访问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允许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登录

选中复选框以允许与此角色关联的用户登录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

默认不允许访问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取消选中复选框拒绝访问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

允许 MOBOTIX HUB
Web Client 登录

选中复选框以允许与此角色关联的用户登录 MOBOTIX HUB Web Client。

默认不允许访问 MOBOTIX HUB Web Client。取消选中复选框拒绝访问 MOBOTIX HUB
Web Client。

需要登录授权

选中该复选框可将登录授权与角色关联。这意味着在用户登录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或 Management Client 会请求二次授权，通常由超级用户或管理员进行。

要使管理员能够为用户授权，请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配置管理服务器的为用户授权权限。

不能将它应用至默认管理员角色。

在 PTZ 会话期间使用户匿
名

如果选中该复选框，可在与该角色关联的用户控制 PTZ会话时隐藏其名称。

“用户和组”选项卡（角色）

在用户和组选项卡上，将用户和组分配给角色（请参阅 第 219 页上的将用户和组分配至角色/从角色删除）。您可以分配
Windows 用户和组或基本用户（请参阅 第 51 页上的用户（已解释））。

External IDP （角色）

在 External IDP 选项卡上，您可以查看现有索赔并添加新的索赔到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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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External
IDP

external IDP 的名称。

声明名称 在 external IDP 中定义的变量。

声明值 可以用于分配适当角色到用户的索赔值，比如组名称。

“整体安全”选项卡（角色）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设置角色的整体权限。对于系统中的每个可用组件，通过设置允许或拒绝来定义角色的访问权限。 如果拒
绝某个角色访问组件，则该角色的用户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中看不到该组件。

总体安全选项卡在免费 MOBOTIX HUB L1 中不可用。

您可以为 MOBOTIX HUB L5 定义比其他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产品更多的权限。这是因为在 MOBOTIX HUB L5 中只
能设置不同的管理员权限，而您可以在所有产品中为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MOBOTIX HUB Web Client 或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的角色设置整体权限。

整体安全设置仅应用于当前站点。

如果将一个用户与多个角色关联，并为一个角色的安全设置选择拒绝，而为另一个角色选择允许，则拒绝权限会驳回允许权
限。

下文的描述将介绍在为相关角色选择允许时，不同系统组件的每个权限会发生的情况。如果使用 MOBOTIX HUB L5 ，则可以
在每个系统组件下看到只有您的系统可以使用的设置。

对于每个系统组件或功能，具有完整系统权限的管理员可以使用允许或拒绝复选框设置角色的安全权限。您在此处设置的任何
安全权限都是为整个系统组件或功能设置的。（例如）如果选中摄像机上的拒绝复选框，则添加至系统的所有摄像机对于该角
色均不可用。 相反，如果选中允许复选框，角色可以看到添加到系统中的所有摄像机。在摄像机上选择允许或拒绝的结果是设
备选项卡上的摄像机设置继承了整体安全选项卡上的选择，以便所有摄像机可用或不可用于特定角色。

如果要为单独的摄像机或相似设备设置安全权限，则当您在整体安全选项卡上没有为系统组件或功能设置任何整理权限的情况
下，只能在相关系统组件或功能的选项卡上设置这些单独权限。

以下描述还适用于可以通过 SDK 配置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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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想将基本许可证从 MOBOTIX HUB L5 切换得到其他产品，请确保删除仅可用于 MOBOTIX
HUB L5 的所有安全权限。如果您没有删除这些权限，您就无法完成切换。

管理服务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连接

让用户能够连接到 Management Server。

默认情况下会启用此权限。

出于维护目的，您可以暂时拒绝角色的连接权限，然后重新应用对系统的访问权限。

必须选择此权限才能访问系统。

读取

此权限是一个高度特权的管理权限，它为 MOBOTIX HUB VMS提供重要
的访问权限，包括访问敏感数据，例如系统中配置的凭据。

启用对广泛功能的访问权限，其中包括：

l 使用 Management Client 登录

l 当前任务的列表

l 服务器日志

它还可以访问：

l 远程连接服务

l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l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l Matrix

l 时间配置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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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l 已注册服务器和服务注册 API

此权限还会向客户透露一些敏感信息：

l 任何已配置的外部身份提供者的凭据

l ...中所有摄像机的凭据、IP 地址和其他信息MOBOTIX HUB VMS

l 已配置邮件服务器的凭据

l 任何已配置矩阵的凭据

l 为互连功能配置的凭据

l 为许可证激活配置的凭据

此权限不会显示 MOBOTIX HUB VMS用户的凭据。这包括基本用户、Windows 用户和来自
external IDP 的用户。

编辑

启用对广泛功能的数据的修改权限，其中包括：

l 选项

l 许可证管理

它还使用户能够创建、删除和编辑以下内容：

l 远程连接服务

l 设备组

l Matrix

l 时间配置文件

l 通知配置文件

l 已注册服务器

启用在记录服务器上配置网络时配置本地 IP 范围这一权限。

系统监视器 启用查看系统监视器的数据这一权限。

状态 API
启用对位于记录服务器上的状态 API 执行查询这一权限。这意味着启用此权限的角色有权读取位
于记录服务器上的项目的状态。

管理联合站点层级 启用将当前站点添加至联合站点层级中的其他站点以及从其中分离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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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如果将该权限设置为仅在子站点上允许，则用户仍然可以从父站点分离站
点。

备份配置 启用使用系统的备份和还原功能创建系统配置备份的权限。

为用户授权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或 Management Client 中用户被要求二次登录时为用户授权
这一权限。您定义角色在信息选项卡上是否需要登录信息。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 Management Server 的权限这一权限。

并为用户创建、删除和编辑启用以下功能：

l 角色

l 基本用户

l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l Management Client 配置文件

记录服务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记录服务器上的属性这一权限，需要管理服务器上的编辑权限的网络配置设置除外。

删除
启用删除记录服务器这一权限。为此，还必须在以下对象上为用户赋予删除权限：

l 硬件安全组（如果已将硬件添加至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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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如果记录服务器上的任何设备包含证据锁定，则只能在记录服务器脱
机时将其删除。

管理硬件 启用在记录服务器上添加硬件这一权限。

管理存储 启用管理记录服务器上的存储容器（即创建、删除、移动和清空存储容器）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记录服务器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故障转移服务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和访问故障转移服务器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更新、删除、移动和启用或禁用故障转移服务器的权
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故障转移服务器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Mobile 服务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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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和访问移动服务器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和删除移动服务器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移动服务器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创建 启用向系统添加移动服务器这一权限。

硬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硬件上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删除硬件这一权限。

如果任何硬件设备包含证据锁定，则只能在记录服务器脱机时删除
硬件。

驱动程序命令

启用将特殊指令发送到驱动器从而管理功能和配置这一权限。

这里的驱动程序命令权限仅适用于客户端中专门开发的 MIP 插件。
它不控制标准配置任务。

查看密码 启用在编辑硬件对话框中查看硬件设备上的密码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硬件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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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摄像机设备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中摄像机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摄像机。

查看实时信息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摄像机的实时视频这一权限。

播放 启用在所有客户端中播放摄像机的记录视频这一权限。

检索远程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从远程站点上的摄像机检索记录这一权限，或启用从摄像机上的边缘存储检索记
录这一权限。

读取片段 启用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播放记录视频相关的片断信息）这一权限。

智能搜索 启用在客户端中使用智能搜索功能这一权限。

导出 启用从客户端导出记录这一权限。

创建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的记录和实时视频中创建书签这一权限。

读取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这一权限。

编辑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这一权限。

删除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这一权限。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和扩展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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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或减少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开始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视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停止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视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AUX 命令

启用从客户端在摄像机上使用辅助 (AUX) 命令这一权限。

AUX 命令为用户提供对通过视频编码器连接的摄像机上的刮水器的控制。通过辅助连接所连接
的摄像机相关设备通过客户端受到控制。

手动 PTZ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使用 PTZ摄像机上的 PTZ功能这一权限。

激活 PTZ 预设或巡
视配置文件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将 PTZ摄像机移到预设位置、启动和停止巡视配置文件
以及暂停巡视这一权限。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管理 PTZ 预设或巡
视配置文件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对 PTZ摄像机添加、编辑和删除 PTZ预设和巡视配置
文件这一权限。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锁定/解锁 PTZ 预设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锁定和解锁 PTZ预设这一权限。这可以防止或允许其他用户更改
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的预设位置。

保留 PTZ 会话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保留 PTZ会话模式中设置 PTZ摄像机这一权限。

在保留 PTZ会话中，具有更高 PTZ优先级的其他用户无法接管控制权。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释放 PTZ 会话
启用从 Management Client 释放其他用户的 PTZ会话的权限。

您始终可以释放自己的 PTZ会话（不需要此权限）。

删除记录 启用通过 Management Client 从系统删除存储的视频记录这一权限。

解除隐私屏蔽
启用临时解除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隐私屏蔽的权限。它也有权授权其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用户解除隐私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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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可解除隐私屏蔽仅适用于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配置为可解除隐私屏
蔽的隐私屏蔽。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摄像机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麦克风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麦克风设备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麦克风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麦克风。

监听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监听麦克风的实时音频这一权限。

播放 启用在客户端中播放麦克风的记录音频这一权限。

检索远程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从远程站点上的麦克风检索记录这一权限，或启用从摄像机上的边缘存储检索记
录这一权限。

读取片段 启用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播放相关的片断信息）这一权限。

导出 启用从客户端导出记录这一权限。

创建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书签这一权限。

读取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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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编辑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这一权限。

删除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这一权限。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或扩展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证据锁定详细信息这一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或减少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开始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音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停止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停止音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删除记录 启用从系统删除存储的记录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麦克风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扬声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扬声器设备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中扬声器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扬声器。

监听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监听扬声器的实时音频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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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话语 启用在客户端中通过扬声器说话这一权限。

播放 启用在客户端中播放扬声器的记录音频这一权限。

检索远程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从远程站点上的扬声器检索记录这一权限，或启用从摄像机上的边缘存储检索记
录这一权限。

读取片段 启用在客户端中于浏览扬声器记录音频的同时使用片断功能这一权限。

导出 启用在客户端中导出扬声器的记录音频这一权限。

创建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书签这一权限。

读取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这一权限。

编辑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这一权限。

删除书签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这一权限。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或扩展证据锁定，保护记录音频的这一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受证据锁定保护的记录音频的这一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或减少受保护音频上的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开始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音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停止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停止音频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删除记录 启用从系统删除存储的记录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扬声器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元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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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中接收元数据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元数据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元数据设
备。

实时 启用在客户端中接收摄像机的实时元数据这一权限。

播放 启用在客户端中播放元数据设备的记录数据这一权限。

检索远程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从远程站点上的元数据设备检索记录这一权限，或启用从摄像机上的边缘存储检
索记录这一权限。

读取片段 启用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播放相关的片断信息）这一权限。

导出 启用在客户端中导出记录这一权限。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或减少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开始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元数据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停止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停止元数据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删除记录 启用从系统删除存储的记录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元数据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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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输入设备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输入设备的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输入设
备。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输入设备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输出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输出设备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输出设备的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启用或禁用输出设
备。

激活 启用在客户端中触发输出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输出设备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W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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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启用管理所有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电视墙的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 Wall 定义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现有 Wall 定义这一权限。

操作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和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激活和修改 Wall
定义（例如，以更改和激活预设或在视图上应用摄像机）这一权限。

您可以将操作与定义何时应用用户权限的时间配置文件相关联。

创建 Wall 启用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 Wall 定义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OBOTIX HUB Management Client 定义中管理 Wall 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播放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电视墙中播放记录数据的权限。

您可以将播放与定义何时应用用户权限的时间配置文件相关联。

视图组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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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视图组这一权限。查看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
建的组。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视图组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视图组这一权限。

操作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使用视图组（即创建和删除子组和视图）这一权限。

创建视图组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视图组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视图组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用户定义的事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用户定义事件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用户定义事件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用户定义事件这一权限。

触发 启用在客户端中触发用户定义事件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用户定义事件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创建用户定义事件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用户定义事件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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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事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分析事件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分析事件的属性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分析事件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常规事件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常规事件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常规事件的属性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常规事件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Matrix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413 / 458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用户界面详情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从客户端选择视频并将视频发送至 Matrix 接收方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 Management Client 中 Matrix 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 Matrix 这一权限。

创建 Matrix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 Matrix 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 Matrix 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规则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现有规则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规则属性和定义规则行为这一权限。

它还要求用户在受该规则影响的所有设备上具有读权限。

删除
启用从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规则这一权限。

它还要求用户在受该规则影响的所有设备上具有读权限。

创建规则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规则这一权限。

它还要求用户在受该规则影响的所有设备上具有读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规则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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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点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
限

说明

完全控
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其他站点这一权限。连接的站点通过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进行连接。

要编辑属性，您需要在每个站点上的管理服务器中具有“编辑”权限。

管理安
全

启用在所有站点上管理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系统监视器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系统监视器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系统监视器的属性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系统监视器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元数据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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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
启用查看 Management Client 及其相关设置中的元数据使用功能的权限，但不启用更改设置的权
限。

编辑元数据搜索配
置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启用或禁用元数据搜索类别（例如，人员或车辆的元数据）的权
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元数据搜索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搜索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读取公共
搜索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和打开已保存公共搜索的权限。

创建公共
搜索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将新配置的搜索另存为公共搜索的权限。

编辑公共
搜索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编辑已保存公共搜索的详细信息或配置的权限，例如名称、说明、
摄像机和搜索类别。

删除公共
搜索

启用删除已保存公共搜索的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搜索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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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
全
权
限

说明

完
全
控
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管
理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警报这一权限。例如，更改警报的优先级以及将警报重新委托给其他用户，确
认警报，以及同时更改多个警报的状态（例如，从新建更改为已分配），查看警报定义、警报音和警报数据设置。

只有当您将此项设置为允许时，选项对话框中的警报和事件选项卡才会出现。

编
辑

启用查看警报和打印警报报告这一权限。

禁
用
警
报

启用禁用警报这一权限。

接
收
通
知

启用在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和 MOBOTIX HUB Web Client 中接收有关警报的通知的权限。

管
理
安
全

启用管理所有警报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创
建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警报定义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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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日志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读取系统日志条目 启用查看系统日志条目这一权限。

读取审核日志条目 启用查看审核日志条目这一权限。

读取规则触发的日志条目 启用查看规则触发的日志条目这一权限。

读取日志配置 启用读取工具 > 选项 > 服务器日志中的日志设置这一权限。

更新日志配置 启用更改工具 > 选项 > 服务器日志中的日志设置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所有警报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访问控制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所有安全条目的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访问控制系统的属性这一权限。

用户访问控制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使用任何与访问控制有关的功能。

查看持卡人列表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的访问控制选项卡上查看持卡人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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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权限 说明

接收通知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接受有关访问请求的通知。

管理安全 启用管理所有访问控制系统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LPR

如果您的系统是用 XProtect LPR 运行，请向用户指定以下权限：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的所有安全条目这一权限。

使用 LPR 启用在客户端中使用任何 LPR 相关功能这一权限

管理匹配列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导入、修改、导出和删除匹配列表的权限。

读取匹配列表 启用查看匹配列表的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交易定义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交易来源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的所有安全条目这一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交易来源的属性的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交易来源的属性的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交易来源这一权限。

创建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交易来源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交易来源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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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义

安全权限 说明

完全控制 启用管理系统该部分上的所有安全条目这一权限。

读取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交易定义的属性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交易定义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交易定义这一权限。

创建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新的交易定义这一权限。

管理安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管理所有交易定义的安全权限这一权限。

MIP 插件

通过 SDK，第三方供应商可以为您的系统开发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能。

“设备”选项卡（角色）

可用的功能取决于正在使用的系统。请参阅 MOBOTIX 网站
(https://www.mobotix.com/en/products/vms/mobotixhub) 上产品总览页中的完整功能列表。

使用设备选项卡可指定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组可以为MOBOTIXHUBDeskClient中的各设备（如摄像机）或设备组使用哪些
功能。

请记住为各个设备重复这一过程。还可以选择设备组，并一次为整个组中的所有设备指定角色权限。

您仍然可以选择或清除此类方块填充的复选框，但是请注意，在该情况下，您的选择将应用于设备组内的所有设备。或者，选
择设备组内的单个设备以确定相关权限将应用于具体哪些相关设备。

摄像机相关权限

为摄像机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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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读取 所选摄像机在客户端中可见。

查看实时信息
允许在客户端中实时查看所选摄像机的视频。对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它要求角色被授
予查看客户端的实时选项卡这一权限。该权限是作为应用程序权限的一部分授予的。指定时间配
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在时间配置
文件内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摄像机的记录视频。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限制播放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摄像机的记录视频。指定播放限制或不应用任何限制。

读取片段 允许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片段资源管理器相关的片断信息）。

智能搜索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使用智能搜索功能。

导出 允许用户从客户端导出记录。

开始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启动所选摄像机的视频的手动记录。

停止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停止所选摄像机的视频的手动记录。

读取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

编辑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

创建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添加书签。

删除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

AUX 命令 允许从客户端使用辅助命令。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

l 将摄像机添加至新的或现有的证据锁定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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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

l 将摄像机从现有证据锁定删除

l 删除现有证据锁定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搜索和读取证据锁定详细信息。

麦克风相关权限

为麦克风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所选麦克风在客户端中可见。

实时 > 监听
允许在客户端中监听所选麦克风的实时音频。
对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它要求角色被授予查看客户端的实时选项卡这一权限。该权限
是作为应用程序权限的一部分授予的。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在时间配置
文件内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麦克风的记录音频。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限制播放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麦克风的记录音频。指定播放限制或不应用任何限制。

读取片段 允许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片段资源管理器相关的片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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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导出 允许用户从客户端导出记录。

开始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启动所选麦克风的音频的手动记录。

停止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停止所选麦克风的音频的手动记录。

读取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

编辑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

创建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添加书签。

删除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

l 将麦克风添加至新的或现有的证据锁定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

l 将麦克风从现有证据锁定删除

l 删除现有证据锁定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搜索和读取证据锁定详细信息。

扬声器相关权限

为扬声器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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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读取 所选扬声器在客户端中可见。

实时 > 监听
允许在客户端中监听所选扬声器的实时音频。
对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它要求角色被授予查看客户端的实时选项卡这一权限。该权限
是作为应用程序权限的一部分授予的。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在时间配置
文件内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扬声器的记录音频。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播放 > 限制播放 允许在客户端中播放所选扬声器的记录音频。指定播放限制或不应用任何限制。

读取片段 允许在客户端中读取片断信息（例如与片段资源管理器相关的片断信息）。

导出 允许用户从客户端导出记录。

开始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启动所选扬声器的音频的手动记录。

停止手动记录 允许在客户端中停止所选扬声器的音频的手动记录。

读取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搜索和读取书签详细信息。

编辑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编辑书签。

创建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添加书签。

删除书签 允许在客户端中删除书签。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

l 将扬声器添加至新的或现有的证据锁定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延长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允许客户端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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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定

l 将扬声器从现有证据锁定删除

l 删除现有证据锁定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过期时间

l 缩短现有证据锁定的受保护间隔

需要包含在证据锁定中的所有设备的用户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允许客户端用户搜索和读取证据锁定详细信息。

元数据相关权限

为元数据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元数据设备和检索其数据这一权限。

编辑
启用编辑元数据属性这一权限。它还允许用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并通过 SDK 启用或禁用
元数据设备。

查看实时信息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摄像机的元数据这一权限。对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它要求角色被
授予查看客户端的实时选项卡这一权限。该权限是作为应用程序权限的一部分授予的。

播放 启用在客户端中播放元数据设备的记录数据这一权限。

读取片段 启用在客户端中于浏览元数据设备记录数据的同时使用片断功能这一权限。

导出 启用在客户端中导出元数据设备的记录音频这一权限。

创建和扩展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创建和扩展元数据上的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读取证据锁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查看元数据上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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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删除和减少证据锁
定

启用在客户端中删除或减少元数据上证据锁定这一权限。

开始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启动元数据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停止手动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停止元数据的手动记录这一权限。

输入相关权限

为输入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所选输入将在客户端中可见。

输出相关权限

为输出设备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所选输出在客户端中可见。如果可见，输出将在客户端中的列表上可选。

激活 所选输出可从 Management Client 和客户端触发。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PTZ 选项卡（角色）

在 PTZ 选项卡上设置全景/倾斜/变焦 (PTZ) 摄像机的权限。可以指定用户/组可以在客户端中使用的功能。可以选择独立的
PTZ摄像机或包含 PTZ摄像机的设备组。

为 PTZ指定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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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手动 PTZ

确定所选角色是否可以在选定摄像机上使用 PTZ功能以及暂停巡视。

指定时间配置文件，选择始终，或保留默认值（其采用在该角色的信息选项卡中定义的默认时间
配置文件）。

激活 PTZ 预设或巡
视配置文件

确定所选角色是否可将选定摄像机移动到预设位置、启动和停止巡视配置文件以及暂停巡视。

指定时间配置文件，选择始终，或保留默认值（其采用在该角色的信息选项卡中定义的默认时间
配置文件）。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PTZ 优先级

决定 PTZ摄像机的优先级。当监控系统上的多个用户需要同时控制同一台 PTZ摄像机时，可能引
发冲突。

通过按照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组为所选 PTZ摄像机的使用指定优先级，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可指
定的优先级范围为 1 至 32,000，其中 1 是最低优先级。默认优先级为 3,000。优先级数字最高的
角色是可以控制 PTZ摄像机的人员。

管理 PTZ 预设或巡
视配置文件

确定在 Management Client 和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对选定摄像机添加、编辑和删除
PTZ预设和巡视配置文件所需的权限。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锁定/解锁 PTZ 预
设

确定角色是否可以锁定和解锁选定摄像机的预设位置。

保留 PTZ 会话

确定用于在保留 PTZ会话模式下设置选定摄像机的权限。

在保留 PTZ会话中，具有更高 PTZ优先级的其他用户或巡视会话无法接管控制权。

要允许此角色在摄像机上使用其他 PTZ功能，请启用手动 PTZ 权限。

释放 PTZ 会话
确定所选角色是否可从 Management Client 释放其他用户的 PTZ会话。

您始终可以释放自己的 PTZ会话（不需要此权限）。

“语音”选项卡（角色）

仅当在系统上使用扬声器时才相关。为扬声器指定以下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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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话语 确定是否允许用户通过所选扬声器讲话。指定时间配置文件或保留默认值。

话语
优先
级

当多个客户端用户同时要通过相同的扬声器讲话时可能引发冲突。

通过按照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组为所选扬声器的使用指定优先级，可以解决该问题。在非常低到非常高的范围
内指定优先级。优先级最高的角色可以在其他角色之前使用扬声器。

如果具有相同角色的两个用户同时希望讲话，则适用先到先得的原则。

“远程记录”选项卡（角色）

为远程记录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检索远程
记录

启用在客户端中从远程站点上的摄像机、麦克风、扬声器和元数据设备检索记录这一权限，或启用从摄像机
上的边缘存储检索记录这一权限。

Wall 选项卡（角色）

通过角色，可以为客户端用户授予 Wall 相关用户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允许用户查看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选定的 Wall。

编辑 允许用户在 Wall 中编辑选定的 Management Client。

删除 允许用户在 Wall 中删除选定的 Management Client。

操作 允许用户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所选 Wall 中应用布局并激活预设。

播放 允许用户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选定 Wall 中播放记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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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事件”选项卡（角色）

指定以下外部事件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搜索和查看选定的外部系统事件。

编辑 允许用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选定的外部系统事件。

删除 允许用户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选定的外部系统事件。

触发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触发选定的外部系统事件。

“视图组”选项卡（角色）

在视图组选项卡上，指定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和用户组能够在客户端中使用哪些视图组。

为视图组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读取 启用在客户端和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视图组这一权限。查看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创建的组。

编辑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编辑视图组的属性这一权限。

删除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删除视图组这一权限。

操作 启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使用视图组（即创建和删除子组和视图）这一权限。

“服务器”选项卡（角色）

仅当系统在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设置中工作时，在服务器选项卡上指定角色权限才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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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站
点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查看选定站点这一权限。连接的站点通过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进
行连接。

要编辑属性，您需要在每个站点上的管理服务器中具有“编辑”权限。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72 页上的正在配置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Matrix 选项卡（角色）

如果在系统上配置了 Matrix 接收方，则可以配置 Matrix 角色权限。可以从客户端发送视频至所选 Matrix 接收方。在 Matrix
选项卡上选择可以接收该视频的用户。

以下权限可用：

名称 说明

读取 确定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和组是否能够从客户端选择视频并将视频发送至 Matrix 接收方。

“警报”选项卡（角色）

在系统设置中使用警报来提供对安装（包括任何其他 MOBOTIX HUB 服务器）的集中总览和控制时，可以使用警报选项卡来
指定具有所选角色的用户和组应具有哪些警报权限（例如，如何在客户端中处理警报）。

为警报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管理
启用管理警报（例如，更改警报的优先级以及将警报重新委托给其他用户）、确认警报以及同时更改多个警报的
状态（例如，从新建更改为已分配）这一权限。

视图 启用查看警报和打印警报报告这一权限。

禁用
警报

启用禁用警报这一权限。

接收
通知

启用在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和 MOBOTIX HUB Web Client 中接收有关警报的通知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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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选项卡（角色）

在添加或编辑基本用户、Windows 用户或组时，指定访问控制设置：

名称 说明

用户访问控制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使用任何与访问控制有关的功能。

查看持卡人列表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的访问控制选项卡上查看持卡人列表。

接收通知 允许用户在客户端中接受有关访问请求的通知。

“LPR”选项卡（角色）

如果您的系统是用 XProtect LPR 运行，请向用户指定以下权限：

名称 说明

使用 LPR 启用在客户端中使用任何 LPR 相关功能的权限。

管理匹配列表 启用在 Management Client 中添加、导入、修改、导出和删除匹配列表的权限。

读取匹配列表 启用查看匹配列表的权限。

“事件”选项卡（角色）

如果您有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您可以为您的角色指定以下权限。

若要给一个 Management Client 管理员角色提供管理或查看事件属性的权限，请选择事件属性节点。

若要给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提供管理或查看事件项目的一般权限，请选择事件项目节点。展开事件项目节点并
选择一个或更多子节点，以便为这些额外的具体功能或能力提供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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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管
理

为角色提供管理（查看、创建、编辑和删除）与某个功能有关的设置和属性，或查看由 Management Client 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选定节点代表的用户界面元素的权限。

视
图

为角色提供查看（但不能创建、编辑和删除）与某个功能有关的设置和属性，或查看由 Management Client 或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选定节点代表的用户界面元素的权限。

MIP 选项卡（角色）

通过 SDK，第三方供应商可以为您的系统开发自定义插件，例如，集成到外部访问控制系统或类似功能。

您更改的设置取决于实际插件。在 MIP 选项卡上查找插件的自定义设置。

基本用户（安全性节点）

在将基本用户添加到系统时，可使用单个用户的基本用户名和密码身份验证创建专用的监控系统用户帐户。这与 Windows 用
户（通过 Active Directory 添加）的情况不同。

使用基本用户时，了解基本用户和 Windows 用户之间的不同十分重要。

l 基本用户通过用户名/密码组合进行身份验证，并且特定于系统。即使基本用户具有相同的名称和密码，在一个联合
站点上创建的基本用户也无权访问其他联合站点

l Windows 用户根据 Windows 登录进行身份验证，并且特定于计算机

“系统仪表板”节点

“系统仪表板”节点

在系统仪表板节点下，您可以找到不同的功能来监控您的系统及其各种系统组件。

名称 说明

当前任务 获得所选记录服务器上正在进行的任务的总览。

系统监视器 根据您定义的参数监视服务器和摄像机的状态。

系统监视阈值 为用于系统监视器中的服务器和监视器拼贴图设置监视参数的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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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证据锁定 获取系统中所有受保护数据的总览。

配置报告 使用系统配置打印报告。您可以决定在报告中包含哪些内容。

当前任务（“系统仪表板”节点）

当前任务窗口显示所选记录服务器上正在进行的任务的总览。如果启动的任务需要很长时间并且在后个运行，则可以打开当前
任务窗口查看任务的进度。冗长的用户启动任务的例子包括固件更新和硬件移动。您可以查看有关任务的开始时间、估计的结
束时间和进度的信息。

当前任务窗口中显示的信息不会动态更新，而是您打开窗口之时当前任务的快照。如果您已将窗口打开一段时间，请通过选择
窗口右下角的刷新按钮来刷新信息。

系统监视器（“系统仪表板”节点）

系统监视器功能为您提供了系统服务器和摄像机当前状况的快速直观总览。

“系统监视器仪表板”窗口

拼贴图

系统监视器仪表板窗口的上部显示彩色拼贴图，这些拼贴图表示系统的服务器硬件和摄像机硬件的状态。

拼贴图将更改其状态，从而根据系统监视器阈值节点中设置的阈值更改颜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436 页上的系统监视
器阈值（“系统仪表板”节点）。定义阈值，以便拼贴图颜色表示以下含义：

拼贴图颜色 说明

绿色 正常状态。所有方面运行正常。

黄色 警告状态。一个或多个监视参数高于正常状态所对应的阈值。

红色 临界状态。一个或多个监视参数高于正常和警告状态所对应的阈值。

带监视参数的硬件列表

如果单击拼贴图，则可以在系统监视器仪表板窗口底部查看由拼贴图表示的每种硬件的每个所选监视参数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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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摄像机的实时 FPS监视参数已达到“警告”状态。

“自定义仪表板”窗口

选择窗口右上角的自定义可打开自定义仪表板窗口。

在自定义仪表板窗口中，可以选择要创建、编辑或删除的拼贴图。创建或编辑拼贴图时，可以选择要在拼贴图上监视的硬件和
监视参数。

“详细信息”窗口

如果选择一个拼贴图，然后从带有监视参数的硬件列表中，选择摄像机或服务器右侧的详细信息按钮，则可以根据所选硬件查
看系统信息并创建有关以下内容的报告：

硬件 信息

管理服务
器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l CPU 使用率

l 可用内存

选择历史记录以查看硬件的历史记录状态，并根据上述数据创建报
告。

记录服务
器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l CPU 使用率

l 可用内存

l 磁盘

l 存储

l 网络

l 摄像机

选择历史记录以查看硬件的历史记录状态，并根据上述数据创建报
告。

故障转移
记录服务
器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l CPU 使用率

l 可用内存

l 监视的记录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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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 信息

选择历史记录以查看硬件的历史记录状态，并根据上述数据创建报
告。

日志服务
器、事件
服务器等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l CPU 使用率

l 可用内存

选择历史记录以查看硬件的历史记录状态，并根据上述数据创建报
告。

摄像机

显示以下相关数据：

l 存储

l 已用空间

l 实时 FPS（默认）

l 记录 FPS

l 实时视频格式

l 记录视频格式

l 接收到的媒体数据 (Kbit/s)

l 可用内存

选择摄像机名称以查看其历史状态并创建有关以下内容的报告：

l 从摄像机接收到的数据

l 摄像机磁盘使用量

对于 Windows Server 2012 R2，由于该版本的 PDF 创建工具受到限制，只有具有 Windows 管理员
权限的用户才能打印报告。

如果您从服务器操作系统访问系统监视器的详细信息，可能会出现有关 Internet Explorer 增强安全
配置的消息。按照说明，将系统监视器页面添加至受信任的站点区域，然后继续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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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监视器阈值（“系统仪表板”节点）

通过系统监视器阈值，您可以定义和调整阈值，系统监视器仪表板上的拼贴图应直观地指示您的系统硬件更改状态。例如，当
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从正常状态（绿色）变为警告状态（黄色）或从警告状态（黄色）变为严重状态（红色）时。

三种状态之间的阈值示例

您可以更改服务器、摄像机、磁盘和存储的阈值，并且所有阈值都有一些常用的按钮和设置。

通用用户界面元素

按
钮
与
设
置

说明
单
位

计
算
间
隔

通常，与您的不同硬件的连接会出现短暂的中断。如果将计算间隔指定为 0 秒，则所
有短暂的中断都将触发有关硬件状态变化的警报。因此，请定义一定长度的计算间
隔。

如果您在内部定义一 (1) 分钟的计算，则意味着仅当整分钟的平均值超过阈值时，您
才会收到警报。使用正确的计算间隔设置，您将不会收到假阳性警报，而只会收到有
关持续问题的警报，例如 CPU 使用率或内存消耗。

要更改计算间隔的值，请参阅 第 226 页上的编辑何时应更改硬件状态的阈值。

秒

高
级

如果选择高级按钮，则可以为单个服务器、摄像机、磁盘和存储定义阈值和计算间
隔。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下文。

-

创
建
规
则

您可以将系统监视器中的事件与规则结合起来以触发操作，例如，当服务器的 CPU
使用率非常重要或磁盘可用空间不足时。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第 61 页上的规则和事件（已作说明） 和 第 206 页上的添加
规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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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器阈值

阈值 说明 单位

CPU 使用率 您监视的服务器上 CPU 使用率的阈值。 %

可用内存 您监视的服务器上使用的 RAM 的阈值。 MB

NVIDIA 解码 您监视的服务器上 NVIDIA解码使用率的阈值。 %

NVIDIA 内存 您监视的服务器上使用的 NVIDIA RAM 的阈值。 %

NVIDIA 渲染 您监视的服务器上 NVIDIA渲染使用率的阈值。 %

摄像机阈值

阈值 说明 单位

实时 FPS 您监视的摄像机上显示实时视频时使用的摄像机 FPS的阈值。 %

记录 FPS 您监视的摄像机上，系统在记录视频时使用的摄像机 FPS的阈值。 %

已用空间 您监视的摄像机使用的空间的阈值。 GB

磁盘阈值

阈
值

说明 单位

可
用
空
间

您监视的磁盘上可用空间的阈值。 G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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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阈值

阈
值

说明
单
位

保
留
时
间

该阈值显示关于存储空间何时不足的预测。显示的状态基于您的系统设
置，并且每天更新两次。

天

证据锁定（“系统仪表板”节点）

系统仪表板节点下的证据锁定会显示当前监控系统上所有受保护数据的总览。

以下元数据可用于所有证据锁定：

l 受保护数据的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

l 锁定证据的用户

l 不再锁定证据的时间

l 数据存储位置

l 每个证据锁定的大小

证据锁定窗口中显示的所有信息均为快照。按 F5 刷新。

配置报告（“系统仪表板”节点）

在安装和配置视频管理软件系统时，您会做出许多选择，并且可能需要记录这些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您也很难记住自安装
和初始配置以来或刚过去的几个月中更改过的所有设置。这就是为什么可以打印包含您的所有配置选项的报告。

创建和打印配置报告时，可以使用以下设置：

名称 说明

报告 可能包含在配置报告中的元素列表。

全部选择 将报告列表中的所有元素添加到配置报告中。

全部清除 从配置报告中删除报告列表中的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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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封面 自定义报告的封面。

格式化 设置报告的格式。

排除敏感数据
从配置报告中删除个人数据，例如用户名、电子邮件地址和其他类型的敏感数据，并使其符合 GDPR。

报告中始终不包括有关许可证所有者的信息。

导出 选择报告的保存位置并创建为 PDF。

“服务器日志”节点

“服务器日志”节点

系统日志（选项卡）

日志中的每一行均代表一个日志条目。日志条目包含多个信息字段：

名称 说明

日志级别 信息、警告或错误。

本地时间 系统服务器的本地时间的时间戳。

邮件文本 记录事件的标识码。

类别 记录事件的类型。

来源类型 发生记录事件的设备的类型，如服务器或设备。

来源名称 记录事件发生的设备的名称。

事件类型 由记录事件表示的事件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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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日志（选项卡）

日志中的每一行均代表一个日志条目。日志条目包含多个信息字段：

名称 说明

本地时间 系统服务器的本地时间的时间戳。

邮件文本 显示记录事件的说明。

权限 有关是否允许（准许）远程用户动作的信息。

类别 记录事件的类型。

来源类型 发生记录事件的设备的类型，如服务器或设备。

来源名称 记录事件发生的设备的名称。

用户 导致记录事件的远程用户的用户名。

用户位置 远程用户引起记录事件的计算机的 IP 地址或主机名。

规则触发日志（选项卡）

日志中的每一行均代表一个日志条目。日志条目包含多个信息字段：

名称 说明

本地时间 系统服务器的本地时间的时间戳。

邮件文本 显示记录事件的说明。

类别 记录事件的类型。

来源类型 发生记录事件的设备的类型，如服务器或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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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来源名称 记录事件发生的设备的名称。

事件类型 由记录事件表示的事件的类型。

规则名称 触发日志条目的规则的名称。

服务名称 发生记录事件的服务的名称。

元数据使用节点

元数据和元数据搜索

要管理和配置元数据设备，请参阅 第 227 页上的显示或隐藏元数据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

什么是元数据？

元数据是关于数据的数据，例如，描述视频图像的数据、图像中的内容或对象，或记录图像位置的数据。

元数据可以由以下对象生成：

l 提供数据的设备自身，如提供视频的摄像机

l 第三方系统或通过常规元数据驱动程序进行的集成

元数据搜索

元数据搜索是使用与元数据相关的搜索类别和搜索筛选器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进行的任何视频记录搜索。

默认的 MOBOTIX 元数据搜索类别为：

l 位置

l 人员

l 车辆

元数据搜索要求

要获得搜索结果，需要满足以下条件之一：

l 您的视频监控系统中至少有一台设备可以执行视频分析并且配置正确

l 您的视频监控系统中的视频处理服务可生成元数据

无论哪种情况，元数据都必须采用所需的元数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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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控制节点

访问控制属性

“常规设置”选项卡（访问控制）

名称 说明

启用

默认情况下，系统已启用，表示它们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对于具有足够权限的用户可见，并且
MOBOTIX HUB 系统会收到访问控制事件。

您可以禁用系统（例如，在维护期间）以避免创建不需要的警报。

名称 显示在管理应用程序以及客户端中的访问控制集成的名称。可使用新名称覆盖现有名称。

说明 提供对访问控制集成的说明。这是可选的。

集成插件 显示在初始集成期间选择的访问控制系统的类型。

上次配置
刷新

显示上一次从访问控制系统导入配置的日期和时间。

刷新配置

当您需要在 MOBOTIX HUB 中反映对访问控制系统所作的更改时，例如假设您添加或删除了门，请单击此
按钮。

会显示访问控制系统的配置更改摘要。在应用新配置之前，检查该列表以确认正确反映了您的访问控制系
统。

需要操作
员登录

如果访问控制系统支持不同的用户权限，则为客户端用户启用其他登录。如果启用此选项，则访问控制系统
将无法在 MOBOTIX HUB Mobile 客户端使用。

仅在集成插件支持有差别的用户权限时，才会看到该选项。

以下字段的命名和内容导入自集成插件。下面是一些典型字段的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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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地址 输入安装有集成访问控制系统的服务器的地址。

端口 指定服务器上连接访问控制系统的端口号。

用户名 按照在访问控制系统中的定义输入用户的名称，该用户应为 MOBOTIX HUB 中集成系统的管理员。

密码 指定用户的密码。

“门和关联的摄像机”选项卡（访问控制）

此选项卡提供门访问点与摄像机、麦克风或扬声器之间的映射。您在集成向导中关联摄像机，但可以随时更改设置。到麦克风
和扬声器的映射通过摄像机上的相关麦克风或扬声器内隐。

名称 说明

门

列出访问控制系统中定义的可用门访问点，按照门进行分组。

为更方便地导航到相关的门，可在访问控制系统中使用顶部下拉列表框对门进行筛选。

已启用：默认启用已获得许可的门。可以禁用门以释放许可证。

许可证：显示门是否已获得许可或许可证是否已过期。门被禁用时，该字段为空字段。

删除：单击删除将从访问点删除摄像机。如果删除所有摄像机，会自动清除关联摄像机的复选框。

摄像机
列出 MOBOTIX HUB 系统中配置的摄像机。

从列表中选择摄像机，将其拖放到相应的访问点以将该访问点与该摄像机关联。

“访问控制事件”选项卡（访问控制）

事件类别用于将事件分组。事件类别的配置会影响 MOBOTIX HUB 系统中访问控制的行为，并且允许您（例如）定义警报以
对多个事件类型触发单个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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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访问控
制事件

列出从访问控制系统导入的访问控制事件。集成插件控制事件的默认启用和禁用。您可以在集成之后随时禁用
或启用事件。

启用事件后，事件存储在 MOBOTIX HUB 事件数据库中，并且（例如）可用于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筛选。

来源类
型

显示可以触发访问控制事件的访问控制单元。

事件类
别

为访问控制事件指定一个或多个事件类别，或无事件类别。在集成期间，系统自动将相关事件类别映射到事
件。这会在 MOBOTIX HUB 系统中启用默认设置。您可以随时更改映射。

内置事件类别是：

l 拒绝访问

l 已授予访问权限

l 访问请求

l 警报

l 错误

l 警告

还会显示集成插件定义的事件和事件类别，但您也可定义自己的事件类别，请参阅用户定义类别。

如果更改 MOBOTIX HUB L5 系统中的事件类别，请确保现有访问控制规则仍然有效。

用户定
义类别

用于创建、修改或删除用户定义的事件类别。

如果内置类别不满足您的需要，您可以（例如）配合为访问控制操作定义触发事件来创建事件类别。

添加到 MOBOTIX HUB 系统的所有集成系统共用这些类别。它们允许设置跨系统处理，如跨系统处理警报定
义。

如果您删除用户定义的事件类别，在该类别被任何集成使用时，您会收到警告。如果无论如何也要删除它，那
么该类别的所有配置（如访问控制操作）将不再工作。

“访问请求通知”选项卡（访问控制）

您可以指定在发生给定事件时，MOBOTIX HUB Desk Client 屏幕上显示的访问请求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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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访问请求通知的名称。

添加访问请
求通知

单击以添加和定义访问请求通知。

要删除通知，请单击右侧的 X。

如果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用户登录到 MOBOTIX Federated
Architecture 层次结构中的父站点，则来自子站点的访问请求通知也会出现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

访问请求通
知详细信息

指定在给定事件发生时，哪些摄像机、麦克风或扬声器出现在访问请求通知中。还指定当通知弹出时用于
警示用户的声音。

添加命令

选择哪些命令应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访问请求通知对话框中作为按钮提供。

相关访问请求命令：

l 启用在来源单元上可用的、与访问请求操作相关的所有命令。例如开门

所有相关命令：

l 启用来源单元上的所有命令

访问控制命令：

l 启用选定的访问控制命令

系统命令：

l 启用 MOBOTIX HUB 系统中预定义的命令

要删除命令，请单击右侧的 X。

“持卡人”选项卡（访问控制）

使用持卡人选项卡检查访问控制系统中的持卡人相关信息。

名称 说明

搜索持卡人 输入持卡人姓名的字符，如果存在该姓名，则会显示在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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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名称 列出从访问控制系统检索的持卡人的姓名。

类型

列出持卡人的类型，例如：

l 员工

l 保安

l 宾客

如果访问控制系统支持在 MOBOTIX HUB 系统中添加/删除图片，则可以为持卡人添加图片。如果访问控制系统不包含持卡人
的图片，该操作将很有用。

名称 说明

选择图片

指定到含有持卡人图片的文件的路径。如果访问控制系统管理图片，则该按钮不可见。

允许的文件格式是 .bmp、.png、和 .jpg。

图片尺寸会调整，以使视图最大化。

MOBOTIX 建议使用二次图片。

删除图片 单击可以删除图片。如果访问控制系统有图片，则删除之后会显示该图片。

事件节点

事件属性（事件节点）

以下信息描述了与 MOBOTIX HUB Incident Manager 相关的设置。

事件属性选项卡

事件属性选项卡包含以下子选项卡。它们具有您可以为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定义的所有事件属性的设置：

l 类型

l 状态

l 类别

l 类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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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事件属性均有以下设置：

名称 说明

名称 事件属性名称不必唯一，但使用唯一和描述性的事件属性名称在许多情况下都有好处。

说明 定义的事件属性的进一步解释。例如，如果您已经创建了名为位置的类别，其说明可能是事件在哪里发生？

全局设置选项卡

名称 说明

报告
标题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操作员可以创建包含所有添加到事件项目的文本信息的报告。凭借该设置，您可
以定义这些报告的主标题。

Transact 节点

交易数据来源（“交易”节点）

下表描述了交易数据来源的属性。

有关交易数据来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添加交易数据来源（向导）。

交易来源（属性）

名称 说明

启用

如果您要禁用交易来源，请清除该复选框。交易数据流将停止，但已经导入的数据仍会保留在事件服务器上。
您仍可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查看已禁用的交易数据来源中的交易（如果在其保留期限内）。

即使是已禁用的交易来源，仍需要交易来源许可证。

名称 如果要更改名称，请在此处输入新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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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连接器
无法更改在创建交易来源时所选的连接器。要选择不同的连接器，您需要创建新的交易来源，并在向导中选择
所需连接器。

交易定
义

可以选择不同的交易定义，用于定义如何将接收到的交易数据转换为交易和交易行。这包括定义以下项的内
容：

l 交易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l 交易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显示方式

保留期
限

指定交易数据在事件服务器上的保存时间，以天为单位。默认保留期限为 30 天。达到保留期限时，将自动删
除数据。这是为了防止超出数据库存储容量的情形。

最小值为 1 天，最大值为 1000 天。

TCP 客
户端连
接器

如果选择了 TCP 客户端连接器，请指定以下设置：

l 主机名：输入与交易数据来源关联的 TCP 服务器的主机名

l 端口：输入与交易数据来源关联的 TCP 服务器上的端口名

串行端
口连接
器

如果选择了串行端口连接器，则指定这些设置并确保它们与交易来源上的设置匹配：

l 串行端口：选择 COM 端口

l 波特率：指定每秒传输的比特数

l 奇偶校验：指定用于检测传输错误的方法。默认情况下，已选中无

l 数据位：指定用于表示一个数据字符的比特数

l 停止位：指定用于表示字节传输时间的比特数。大多数设备需要 1 比特

l 握手：指定用于确定交易数据来源和事件服务器之间的通信协议的握手方法

交易数据定义（“交易”节点）

下表描述了用于交易数据来源的定义的属性。

有关创建和添加交易数据定义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创建和添加交易数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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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定义（属性）

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名称。

编码

选择交易来源（如收银机）所使用的字符集。这可帮助 XProtect Transact 将交易数据转换为可以理解
的文本，以供您在配置定义时使用。

如果选择了错误的编码，数据可能会显示为无意义的文本。

开始收集数
据

从连接的交易来源收集交易数据。您可以使用此数据来配置交易定义。

等待至少一个（建议更多）交易完成。

停止收集数
据

在收集了用于配置定义的足够数据后，单击此按钮。

从文件加载
如果您要从已存在的文件导入数据，请单击此按钮。通常，这是您以前创建的文件格式为 .capture 的文
件。它可以是其他文件格式。此处要注意的是，导入文件的编码必须与为当前定义选择的编码相匹配。

保存到文件 如果要将收集的原始数据保存到文件，请单击此按钮。您可在以后重新使用它。

匹配类型

选择匹配类型，用于在收集的原始数据中搜索启动模式和停止模式：

l 使用完全匹配：搜索操作将识别包含您在启动模式和停止模式字段中所输入的确切内容的字符串

l 使用通配符：搜索操作将识别包含您在启动模式和停止模式字段中所输入的字符串与通配符符号
（*、＃、？）相组合的内容
* 会匹配任何数量的字符。例如，如果您输入“Start tra*tion”，则搜索操作将识别包含“Start
transaction”的字符串。
# 会精确匹配 1 位。例如，如果您输入“# watermelon”，则搜索操作将识别包含（例如）“1
watermelon”的字符串。
? 会精确匹配 1 个字符。例如，您可以使用搜索表达式“Start trans?ction”来识别包含“Start
transaction”的字符串

l 使用正则表达式：可使用此匹配类型识别包含特定表示法或约定（如日期格式或信用卡号码）的
字符串。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 Microsoft 网站
(https://docs.microsoft.com/dotnet/standard/base-types/regular-expression-language-
quick-reference/)

原始数据 来自所连接交易来源的交易数据字符串显示在此部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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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启动模式
指定用于指示交易开始位置的启动模式。在预览字段中插入了水平线以通过视觉方式表示交易的开始和
结束位置，并有助于单独区分各个交易。

停止模式

指定用于指示交易停止位置的停止模式。停止模式不是强制的，但如果接收到的数据在实际交易之间包
含不相关的信息（如关于营业时间或特别优惠的信息），则它很有用。

如果不指定停止模式，将以下一收据的开始位置来定义收据的结束。收据的开始由您在启动模式字段中
输入的内容确定。

添加过滤器

使用添加筛选器按钮来指示您要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省略的字符，或要由其他字符或断线
替换的字符。

当交易来源字符串包含用于非打印用途的控制字符时，更换字符很有用。必须添加断线，才能使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收据类似于原始收据。

过滤器文本

显示当前在原始数据部分中选择的字符。如果您知道要省略或替换的字符，但它们未出现在所收集的原
始数据字符串中，则可以在字符字段中手动输入字符。

如果字符是控制字符，则您需要输入其十六进制字节值。为字节值使用此格式：{XX} 和 {XX, XX,...}（如
果字符由多个字节组成）。

动作

对于添加的每个过滤器，您应指定针对所选字符的处理方式：

l 省略：您选中的字符将被筛选掉

l 替换：您选中的字符将被您指定的字符替换

l 添加断线：您选中的字符将被断线替换

替换 输入要替换选定字符的文本。 仅在选中替换动作时才会涉及。

删除未定义
为筛选器文
本的控制字
符

删除添加筛选器后尚未删除的非打印字符。

在原始数据窗格和预览部分中，查看启用或禁用此设置时交易数据字符串的变化方式。

预览
可使用预览部分验证您是否已识别并过滤掉不需要的字符。此处显示的输出类似于现实中的收据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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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报节点

警报定义（“警报”节点）

当您的系统在系统中注册事件时，您可以将系统配置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生成警报。必须首先定义警报后才能
进行使用；根据在系统服务器上注册的事件来定义警报。您还可以使用用户定义事件来触发警报，以及使用相同事件来触发多
个不同警报。

警报定义设置：

名称 说明

启用 默认情况下已启用报警定义。要禁用它，请清除该复选框。

名称 警报名称不必唯一，但使用唯一和描述性的警报名称在许多情况下都有好处。

说明
输入关于警报以及如何解决导致警报的问题的描述性文本。

当用户处理警报时，该文本出现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

触发事
件

选择触发警报时使用的事件消息。从两个下拉菜单中进行选择：

l 第一个下拉菜单：选择事件类型，例如分析事件和系统事件

l 第二个下拉菜单：选择要使用的特定事件消息。可用的消息取决于您在第一个下拉菜单中选择的事件
类型

来源
指定事件的来源。除了摄像机或其他设备，来源也可以是由插件定义的来源，如 VCA和 MIP。选项取决于所
选择的事件类型。

警报触发：

名
称

说明

时
间
配
置

选择时间配置文件单选按钮可指定时间间隔，在此间隔期间警报定义处于活动状态。列表中仅会显示您已在规则
和事件节点下定义的时间配置文件。如果未定义任何时间配置文件，则只有始终选项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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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文
件

事
件
基
于

如果需要使报警基于事件，请选择此单选按钮。在选择后，请指定开始和停止事件。您可以选择在摄像机、视频
服务器和输入上定义的硬件事件。另请参阅事件总览。也可以使用全局/手动事件定义。另请参阅用户定义事件
（已作说明）。

需要操作员操作：

名称 说明

时间限制
选择需要操作员动作时的时间限制。默认值为 1 分钟。在触发的事件下拉菜单中附加事件之前，时间限制不
会处于活动状态。

触发的事
件

选择在超过时间限制后触发的事件。

地图：

名称 说明

警报管理器视图

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 警报管理器中列出警报时向其分配智能地图或地图。

如果警报是由设备触发的，并且设备已添加到智能地图，则智
能地图会显示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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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名称 说明

相关摄像机

选择在警报定义中包括的摄像机（最多 15 台），即使这些摄像机本
身未触发警报。例如，如果您已选择外部事件消息（例如，门被打
开）作为警报的来源，这就可能相关。通过定义门附近的一台或多
台摄像机，可将摄像机的事件记录与警报连接。

初始警报所有者 选择对警报负责的默认用户。

初始警报优先级
选择警报的优先级。 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的这些优
先级确定警报的重要性。

警报类别 选择警报的类别，例如假警报或需要调查。

警报触发的事件 定义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警报可触发的事件。

自动关闭警报
如果需要由特殊事件来自动停止报警，请选中此复选框。并非所有
事件都可以触发报警。清除该复选框可从一开始就禁用新警报。

可分配给管理员的警
报

选中该复选框以在分配给列表中包含具有管理员角色的用户。

分配给列表位于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警报管理器选项卡
上的警报详细信息中。

清除该复选框以从分配给列表中筛选出具有管理员角色的用户以缩
短列表。

警报数据设置（“警报”节点）

配置警报数据设置时，请指定以下各项：

“警报数据级别”选项卡

优先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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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称

说明

级
别

使用您选择的等级数字来添加新优先级或使用/编辑默认优先级等级（数字 1、2 或 3）。这些优先级用于配置初
始警报优先级设置。

名
称

输入实体的名称。 可以创建任意数量。

声
音

选择要与警报关联的声音。使用其中一种默认声音，或在声音设置中添加更多。

重
复
声
音

确定声音是应该只播放一次还是重复播放，直到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中，操作员单击警报列表中的警
报。

启
用
桌
面
通
知

对于每个警报优先级，您都可以启用或禁用桌面通知。 如果在使用支持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的 MOBOTIX HUB
视频管理软件，则还必须在所需的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上启用通知。 请参阅 第 366 页上的“警报管理器”选项卡
（Desk Client 配置文件）。

状态

名
称

说明

级
别

除了默认状态等级（数字 1、4、9 和 11，它们无法编辑或重复使用），使用您选择的等级数字来添加新状态。这
些等级状态只有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警报列表中可见。

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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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级别 使用您选择的等级数字添加新类别。这些类别级别用于配置初始警报类别设置。

名称 输入实体的名称。 可以创建任意数量。

“警报列表配置”选项卡

名称 说明

可用
列

使用 > 选择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 的警报列表中可用的列。使用 < 清除选择。完成后，已选列应包含
要包括在内的项。

“关闭的原因”选项卡

名称 说明

启用 选择启用该条件：对于所有警报，都必须先指定关闭原因然后才能将其关闭。

原因 添加关闭原因以供在关闭警报时用户可以从中选择。示例为已解决的侵入者或假警报。可以创建任意数量。

声音设置（“警报”节点）

配置声音设置时，请指定以下各项：

名称 说明

声音 选择要与警报关联的声音。声音列表包含大量默认 Windows 声音。您还可以添加新声音（.wav或 .mp3）。

添加 添加声音。浏览声音文件并上传一个或多个 .wav或 .mp3 文件。

删除 从手动添加的声音的列表中删除所选声音。无法删除默认声音。

测试 测试声音。在该列表中，选择声音。声音会播放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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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站点层级

联合站点属性

本节将介绍常规选项卡和父站点选项卡。

“常规”选项卡

可以更改与当前登录的站点相关的一些信息。

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站点的名称。

说明 输入站点说明。

URL
使用该列表添加和删除此站点的 URL，并指出站点是否是外部站点。 外部地址可从本地网络外部访
问。

版本 站点管理服务器的版本号。

服务帐户 运行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帐户。

上次同步的时
间

层次结构上次同步的时间和日期。

上次同步的状
态

层次结构上次同步的状态。可能为成功或失败。

“父站点”选项卡

该选项卡显示关于当前登录站点的父站点的信息。如果站点没有父站点，则该选项卡不可见。

名称 说明

名称 显示父站点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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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说明 显示父站点的说明（可选）。

URL 列出此父站点的 URL，并指出它们是否为外部父站点。外部地址可从本地网络外部访问。

版本 站点管理服务器的版本号。

服务帐户 运行管理服务器的服务帐户。

上次同步的时间 层次结构上次同步的时间和日期。

上次同步的状态 层次结构上次同步的状态。可能为成功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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