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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览

总览

MOBOTIXHUBAccess(已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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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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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予许可

授予许可

MOBOTIXHUBAccess许可证

MOBOTIX HUB Access需要以下与访问控制相关的许可证：

l 1个适用于 MOBOTIX HUB Access的基本许可证，涵盖数量不受限制的访问服务器

l 您要在 MOBOTIX HUB Access中集成和控制的每道门 1个访问控制门许可证。安装 MOBOTIX HUB Access产品

时，会自动安装所有门许可证

安装的门许可证默认情况下禁用。您必须启用您想要使用的门。您只能启用跟您的门许

可证数量相同的门。

示例

您想要添加 10道门，但您只有 5个访问控制门许可证。在您添加了前 5道门后，您将不能再选择其他的门。您必须删

除一些门，然后才能添加其他门。

示例

您有 1道门拥有 2个访问点：一个进入卡读取器和一个退出卡读取器。由于您每个门都需要 1个访问控制门许可证，
您在此场景下需要 1个访问控制门许可证。

寻找许可证详细信息

要查找关于访问控制门许可证的当前状态信息，请展开访问控制节点。

要购买更多 MOBOTIX HUB Access基本许可证或门许可证，请联系您的供应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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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配置

配置集成访问控制系统
要求

l 您已购买所需的 MOBOTIX HUB Access许可证

l 已在事件服务器上安装特定于您的访问控制系统的集成插件

1. 将集成访问控制系统添加至 MOBOTIX HUB系统。请参阅 第 6页上的访问控制系统集成向导。该向导将引导您

完成最基本的步骤。

2. 指定访问控制系统集成的额外属性，特别的是访问控制事件可能需要您将访问控制系统的事件映射到

MOBOTIX HUB所识别的事件类别。请参阅 第 7页上的访问控制属性。

3. 您需要创建角色，使其具有使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中的访问控制功能的权限。

4. 您还需要将该角色与 Desk Client配置文件关联。

5. 系统提供的默认规则是：在访问被拒绝时使访问请求通知显示在 MOBOTIX HUB Desk Client屏幕上。您可以添

加和修改访问请求通知；请参阅访问请求通知 (属性 ) (请参阅 第 9页上的 “访问请求通知 ”选项卡 (访问控制 ) )。

6. 可以创建基于访问控制系统的动作和事件的额外规则。

7. 如果需要，在选项 >访问控制设置中更改整体访问控制设置。

访问控制系统集成向导

访问控制系统集成向导用于逐步配置与访问控制系统的初始集成。使用该向导可以完成最基本的配置任务。之后您

可以执行更详细的配置。

在您启动访问控制集成向导之前，请确保已经在事件服务器上安装了集成插件。

要填写的部分字段及其默认值从集成插件继承而来。因此向导的外观可能有所不同，具体取决于您集成的访问控制

系统。

要启动该向导，在节点树中选择访问控制，右键单击，然后单击新建。

创建访问控制系统集成

输入名称，并指定您要添加的访问控制系统的连接详细信息。您必须指定的参数取决于系统的类型，但通常它们是访

问控制系统服务器的网络地址以及访问控制管理员用户名和密码。

视频管理系统使用指定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访问控制系统以检索完整配置。

集成插件还可以定义向导中未列出的次要参数，但您可以在设置集成后在常规设置中更改这些参数。参数的默认值

由插件或 MOBOTIX HUB系统提供。

连接到访问控制系统

成功集成插件之后，会显示已检索的访问控制系统配置的摘要。检查该列表，确认所有项目均已集成，然后继续向导

的下一步。

6 / 12



配置

相关摄像机

将访问控制系统中的访问点与 MOBOTIX HUB系统中的摄像机进行映射，以显示门的事件的相关视频。

您可以将多个摄像机映射到一个访问点。MOBOTIX HUB Desk Client用户随后便可在 (例如 )调查事件时查看所有摄像

机的视频。

MOBOTIX HUB Desk Client用户还能够在配置访问监视器视图项目时添加其中一台摄像机。

默认启用已获得许可的门。清除该复选框可禁用门，从而释放访问控制门许可证。

摘要

已使用从集成插件继承的默认设置在 MOBOTIX HUB中成功创建了访问控制系统集成。客户端用户必须登录

MOBOTIX HUB Desk Client才能查看并使用新的访问控制系统。

您可以根据需要优化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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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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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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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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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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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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

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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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称 说明

名称 输入访问请求通知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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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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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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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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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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置访问请求

有几种类型的访问控制事件，例如拒绝访问和允许访问。要启用访问请求通知，您必须将事件类型与事件类别访问请

求相关联。默认情况下，拒绝访问与访问请求关联：只有当有人被拒绝访问时才会发送访问请求通知。要更改此设置，
请按照本主题中的步骤操作。

要求：在客户端用户的角色上，您必须启用通知。为此，请在角色上单击访问控制选项卡，选择访问控制，然后选中接

收通知复选框。

步骤：

1. 在网站导航窗格中，选择访问控制。

2. 在访问控制事件选项卡的访问控制事件列中，找到要编辑的事件类型。

3. 要禁用某个事件类型的访问请求，请在事件类别列中单击 并取消选中访问请求复选框。

4. 要为其他事件类型启用访问请求，请在事件类别列中单击 ，然后选中访问请求复选框。

5. 保存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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