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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产品介绍 

1.1 产品说明 

车位检测摄像机，是停车引导与反向寻车系统中，用来检

测停车位上有无车辆的摄像机监控设备。该产品是集传统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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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和网络视频服务器于一体的嵌入式智能数字监控产品。 

该产品普遍适用于各种商业综合体、园区、高档酒店等光

线较暗，要求高清画质的停车场。 

 

1.2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图： 

 

1.3 技术参数   

类型 项目 参数 

镜头 

光圈 固定光圈 

焦距 
2.8mm 定焦镜头；4mm 定焦镜头；

6mm 镜头 

水平视场角 2.8mm 水平视场角 86°；4mm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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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 参数 

视场角 73°；6mm 水平视场角 50.9° 

垂直俯仰角 
2.8mm 垂直俯仰角 65.3°；4mm 垂直

俯仰角 54.4°；6mm垂直俯仰角 29.3° 

快门 支持 1/（10~10000s）自动曝光 

 

 

传感器 

传感器类型 1/2.9 CMOS 

最低光照 0.01lux 

宽动态 数字宽动态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压缩 

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2Kbps~4Mbps 

最大图像尺寸 1920×1080 

最小图像尺寸 352×288 

帧率 1~30 帧 

接口 

通讯接口 
2 个 RJ45 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支持手拉手网络接线模式 

485 接口 
1 路 RS-485，可外接 LED 屏显示接

口 

 

图像 

图像设置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清晰度、

图像翻转、曝光时间等 

强光抑制 支持 

低照度 支持 

 

 

 

 

车位检测 实时车位检测算法，准确率99.9% 

识别时间 ≤200ms 

车位状态 
空状态->满状态  最快支持1s切换 

满状态->空状态  最快支持3s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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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项目 参数 

智能 

识别 车牌识别算法 

民用车牌（除5小车辆），警用车牌，

12式新军用车牌，07式武警车牌。

车牌颜色：黑、白、蓝、黄、绿 

系统功能 支持远程升级，截图等 

监控数量 最大支持3车位同时监控 

环境 

工作温度和 

湿度 

-20℃~70℃，湿度小于95%（无凝结） 

电源供应 DC24V-0.5A 电源供电 

功率 ≤3W 

外观 
尺寸 Φ110mm * 90mm 

重量 约 450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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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产品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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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部件 序号 部件 

1 固定螺母 6 内部器件 

2 安装版 7 M2 螺钉 

3 顶盖 8 内罩 

4 半透光件 9 透明外罩 

5 M3 螺钉   

 

1.5 接口示意图 

接口示意图展示： 

 

序号 部件 用途 

P1 网口 用于手拉手网线连接 

P2 网口 用于手拉手网线连接 

P3 电源 连接电源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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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RS485 数据传输线 

一路 485 相机，外接 LED 屏，显示剩余车位。 

 

 

1.6 手拉手模式 

 

一个摄像机的网线接到另一个摄像机，最终一根网线接到

交换机上。如果中间某台摄像机坏了，其他摄像机依然可以把

数据传输到服务器。 

 

1.7 出厂配置 

序号 部件 序号 部件 

1 主机 3 保修卡 

2 辅料配件 4 使用说明书 

3 防静电保护袋 5 合格证 



 第 9 页 

 

1.8 可选配件 

尾线可选： 

【标配】不支持外控灯的尾线（无 IO 接口） 

【选配】支持外控灯的尾线（增加三个 IO 接口） 

 

镜头可选： 

【标配】定焦 2.8mm 

【选配】定焦 4mm 

【选配】定焦 6mm 

 

蓝牙可选： 

【标配】不带蓝牙模块 

【选配】带蓝牙模块 

（支持 app 的 ibeacon 和支持微信的 weibeacon） 

 

第二章 系统设计 

2.1 系统架构设计 

序号 系统架构设备 序号 系统架构设备 

1 结点摄像机充当结点

控制器 

7 中心服务器 

2 车位引导摄像机 8 控制电脑 

3 室内车位引导屏 9 智能寻车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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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外余位显示屏 10 数字处理器 

5 8-14 口 100M 交换机 11 视频处理器 

6 1000M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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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弱电布线规划 

 

（1）电源配置： 

该设备的工作电压支持 6V-26V，电线采用并联的方式布

线，设备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产生压降（压降值由线长与线

材共同决定），因此，每个电源所挂设备有限。 

建议采用 24V/3A 的电源和 1.5 平方以上电源线，按照每台

设备 7.5 米距离，可并联挂载 18 台设备。 

（2）网线配置： 

该设备分为相机功能和摄像机功能。相机传输图片，摄像

机传输视频。设备手拉手的连接数，受网络带宽限制。 

相机图片传输可手拉手 128台以内设备，摄像机视频传输

可手拉手 16台以内设备。 

建议使用超五类以上规格的网线进行手拉手连接。 

2.3 镜头安装距离 

    （1）2.8mm 镜头安装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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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mm 镜头安装指导 

 

2.4 桥架安装 

桥架安装，分为单桥架同端安装、双桥架同端安装、双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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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对端安装三种。 

由于车道宽度和每个车位的宽度不同，每个相机所能安装

的桥架高度不同，所选用的镜头和桥架安装的最佳位置不同。 

具体桥架安装方法，请使用配套资料中的《桥架安装指导

软件》，输入对应参数，软件可推荐最合适的桥架安装方案。 

 

2.5 系统设计 

1、车位引导方案 

 

修改图 

2、反向寻车方案 

（1）普通反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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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蓝牙反寻 

 

2.6 提供 SDK 

我们为开发者提供 window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下

VC\C#\delphi 的 SDK，和可以运行在相机上 Opensdk 程序。 

 

第三章 产品安装 

第一步：确定桥架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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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停车场施工深化设计图》，确定桥架安装位置。 

第二步：打孔和安装 

1、打孔：根据摄像机的指导安装位置，在桥架上打直径

（28-30mm）的孔。 

2、安装摄像机：将车位检测摄像机底部的一体化线缆，穿

过桥架上的孔位，并使螺柱嵌入孔内。 

 

3、安装紧固螺母：将车位检测相机的螺母穿过一体化线缆，

并套入螺柱顺时针旋转到底，从而使检测器固定到桥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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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拆卸透明罩 

卸下相机透明罩上盖：逆时针旋转透明上盖，即可卸下黑

色防护罩。 

 

 

 

 

卸下透明罩 



 第 17 页 

 

第四步：调整镜头位置 

车位检测相机线路连接好后，使用车位安装工具-红外指向

器，对准车位线进行镜头纠偏，使红外线直接能够射到指定位

置。具体位置如下： 

三车位，红外线射到中间车位的车位线。 

二车位，红外线射到两车位中线和车位线交叉处。 

 

T向调节 

调整图像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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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mm镜头角度：与水平线成 20-50度之间 

4mm镜头角度：与水平线成 20-50度之间 

成像条件： 

车位线在图像高度的 1/3 到 2/3 之间，如下图灰框部分， 左

右停车位两边留出一些空余，来防止当车停的偏一些的时候图

像中不可见， 如下图竖线部分。  

 

第五步：安装相机透明罩上盖 

    仔细察看白色上盖有个突出小三角，透光罩上有两个大小

相同的小孔。透明罩在上，白色盖在下，白色三角对准右边的

三角，向右转动白色盖子，即可拧紧透明罩上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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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透明罩 



 第 20 页 

 

第六步：连接设备 

1、设备联网：所有设备安装设置成功后，将车位检测相

机以手拉手方式，通过网线连接起来，这样所有的设备数据就

可以互相传递，最终传到服务器。 

2、设备通电：连接设备的电源线，网口指示灯亮绿色和车

位检测指示灯亮红色。 

 

第四章 产品配置 

4.1 连接配置电脑 

   

支持在千兆交换机上，同时配置所有通电设备。 

为了降低排查问题的难度，建议根据弱电箱所管辖的设备

作为排查结点，进行排查。 

4.2 批量搜索和批量配置 

第一步：对连接的设备变灯查找，发现未连接设备 

第二步：根据相机个数分配静态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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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双击任意一台设备，通过用户名密码登录相机。 

 

默认用户名：admin；默认密码：123456 

第四步：摄像机命名和调整识别区域 

首先，从视频中看到对应车位，根据车位对摄像机命名。 

然后，根据车位调整车位线，并对每个车位区域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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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设置结点摄像机 

 

设置该摄像机所属的结点相机，对相机的方向进行添加。 

 

4.3 成像效果验证 

进入实时预览页面，首先需要下载和安装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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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即可看到摄像头采集到车辆进出时间、触发类型，

根据触发结果，判断配置是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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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其他配置 

1、设置时间 

 

2、设置互控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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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控制的设备要同意接受外控 

（2）对需要控制的设备进行 IP 设置，检测是否控制和灯光 

 

3、网络参数设置 

点击下一步，进入网络参数页面，设置设备名称、IP 地址。

如果在该局域网内安装的相机数量大于 255 台，需要修改子网

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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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OSD 基本设置 

    点击下一步，进入 OSD 基本设置页面，可以设置视频上

的日期、时间和文字。 

5、批量升级 

 

可以根据搜索到的所有设备，对不同镜像版本的软件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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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蓝牙批量命名（蓝牙选配） 

 

 

第五章 常见问题说明 

 

1、为什么系统架构中没有结点控制器？ 

答：臻识车位检测相机可进行设备间的数据通信，形成类

似组网的网络结构，在该网络结构中，使用者可自行配置该组

网内的数据汇总节点设备，该节点设备进行该组网内的车位信

息统计。该特性可省去结点控制器的车位统计功能。而批量工

具中批量配置 ip 功能的支持可省去节点控制器的 ip 分配功

能。因此，在臻识车位检测相机系统中可省去结点控制器（由

设备代替，并且可扩展性长）。 

 

2、结点相机如何汇集数据？ 

答：每台车位检测相机可选择将本设备的车位信息推送至



 第 28 页 

最多四个目的节点，而节点相机会统计所有推送信息，并根据

来源进行对应的去重计算。并支持将本设备统计后的车位数据

往下一级继续推送。 

 

3、静态 IP 和动态 IP 有什么区别？ 

答：动态 ip 是有服务器动态分配 ip，过程是自动的，方

便管理，如果设备太多，静态配置操作太过繁琐，且容易配置

错误，但动态 ip 会导致每次设备开机都会重新分配一次，设

备 ip 并不固定，管理起来较为麻烦。静态 ip 作为固定 ip 配

置给设备，后期管理简单，但配置容易出错。针对于这个问题

车位检测相机提供的批量工具有效的解决了手工配置的问题，

可以说是结合了自动分配与固定 ip 管理简单的优点。 

 

4、摄像机如何单个升级如何批量升级？ 

答：摄像机单个升级可通过网页/SDK/Demo 或批量配置工

具进行升级。批量升级则仅支持批量配置工具，可一次性升级

当前局域网内的所有设备。 

 

5、是否支持外控灯？ 

答：如果有外控灯需求，请选配一出七的尾线，支持外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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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 IO 口，连接外控灯。 

 

6、变灯支持几种颜色？ 

答：支持红、绿、蓝、白 4 种颜色变灯，需要对单个灯颜

色进行设置。 

 

7、如何选择 2.8mm 或 4mm 或 6mm 的镜头？ 

答：2.8mm 镜头安装在高 2.2-3m，摄像机距车位线 2.7-3.3

米的位置。4mm 的镜头，安装在高 2.2-3 米，摄像机距车位线

4.3-5 米的位置。6mm 镜头安装在高 2.2-3m，摄像机距车位线？

米的位置。 

 

8、485 能传输图片吗？如果外接 LED 显示屏，可以如何实现？ 

答：我们提供完整的 LED 外接协议，支持客户个性化开

发。可通过 485 或 232 通道连接。 

 

9、视频存储在哪里？视频的抓取规则是什么？ 

答：视频对外支持 rtsp 以及标准 onvif 协议，可在客户

端开发视频流录制软件进行视频存储，也可以使用 NVR 进行

视频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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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何采购电源和电源线，最多可挂载多少台设备？ 

答：该设备的工作电压支持 6V-26V，电线采用并联的方

式布线，设备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会产生压降（压降值由线长

与线材共同决定），因此，每个电源所挂设备有限。建议采用

24V/3A 的电源和 1.5 平方以上电源线，按照每台设备 7.5 米距

离，可并联挂载 18 台设备。 

 

11、如何采购网线，最多手拉手多少台设备？ 

答：建议使用超五类以上规格的网线进行手拉手连接；相

机图片传输，100M 交换机可手拉手 128 台以内设备；摄像机

视频传输，100M 交换机可手拉手 16 台以内设备。 

 

12、系统架构中如何选择交换机？ 

答：一路手拉手设备，使用 100m 交换机，与电源线同时

放在一个配电箱中，机房使用 1000M 交换机连接所有 100M 交

换机。 

 

13、bypass 旁路功能，网络级联设备中任何一台故障，都不影

响数据传输，网线断掉影响传输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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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网络线断掉是无法传输数据的。无法支持网络回路， 

 

14、提供的辅助工具有哪些？ 

答：第一，算法测试软件工具，可辅助客户对我公司的算

法识别率进行评估；第二，批量配置和升级软件工具，可辅助

客户实现快速配置和快速升级。支持在千兆交换机上，同时配

置和升级所有通电设备。第三，桥架安装指导软件工具，可辅

助客户在深化设计阶段，能够快速根据现场情况进行桥架设计。

第四，红外工装工具，可辅助客户在施工安装的过程中准确定

位相机位置，避免重复安装。 

 

15、如何实现对端安装的设置？ 

答：需配合外控功能实现，启用外控功能，当前设备车位

变化时可控制对端设备的指示灯显示颜色 

 

16、蓝牙如何实现反向寻车？ 

答：手机定位依赖于蓝牙搜索与蓝牙信号强弱定位，预先

配置每台设备蓝牙 id 在地图中的位置，使用手机搜索到蓝牙设

备后，根据与周边蓝牙设备的信号强弱来进行手机定位。车牌

号定位则依赖于车位检测相机的车牌识别，推送车牌号信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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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带设备信息可定位到发送车牌号的设备源，根据预先设置的

该设备源在地图中的位置来进行设备定位。手机定位与设备定

位后即可提供用户寻车建议路线进行反向寻车 

 

17、如何选择蓝牙规格，分别支持哪些手机？ 

答：蓝牙分文 ibeacon 和 weibeacon 两种规格，ibeacon 支

持 IOS 和安卓的 app 软件开发；weibeacon 支持微信公众号。 

 

18、SDK 支持哪些平台？ 

我们为开发者提供 window 和 linux 操作系统下

VC\C#\delphi 的 SDK，和可以运行在相机上 Opensdk 程序。 

 

19、设备太多，若同时上电，如何找到有安装问题的设备？ 

答：首先排除设备是否上电，若设备没亮灯，则检查是否

是电源问题。其次判断设备是否联网，使用批量搜索工具，对

上电设备进行变灯操作，同时变灯则设备联网，没变灯则设备

存在网络连接问题。 

 

20、摄像机是否防水？防水等级是多少？ 

答：摄像机仅支持室内使用，等级 IP64：防尘为 6 级：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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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闭：柜体内在 20 毫巴的低压时不应进入灰尘； 防水等级

为 4 级：防止飞溅的水侵入 防止各方向飞溅而来的水侵入。 

 

21、是否有电源保护和 485 保护？ 

答：有保护。电源的正负接反，设备不会启动；485 正负

极接反数据会错误；电源和 485 接反，无法正常工作，但不会

对设备造成损害。 

 

22、如何划分亮灯优先级？ 

答：优先级问题，若使用批量亮灯工具让部分设备一直亮

蓝灯，则蓝灯优先级最高，期间不会因为车位变化而变灯，待

蓝灯亮灯时间到之后再恢复为正常车位指示灯颜色。有车位状

态变为无车位状态时，设备是由绿灯变为红灯。 

 

23、可否低码流传输存储视频，抓取高分辨率图片？ 

答：车位检测相机为双码流，支持低码流存储视频，相机

内部使用主码流保存图片。 

 

24、当前算法是否支持立体车库上下各 3 个总 6 车位识别？ 

答：当前版本最大支持 3 车位，后续会提供 6 车位支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F%AB%E5%B7%B4/1087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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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支持同时多少台计算机（工作站）访问相机？ 

答：同一台摄像机设备支持 5 台客户端同时查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