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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安装和配置本装置的详情，请参阅附带的安装说明书。

使⽤说明书

控制辅助摄像机

操作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操作说明，并妥善保存本⼿册以备⽇后参考。

型号 AW-HEA10WMC
型号 AW-HEA10KMC



请先阅读本节!

警告:
• 为了减少⽕灾或触电的危险，不要让本机受到⾬淋或

放置在潮湿的地⽅。

• 为减少⽕患或电击的危险，本设备应避开⼀切使⽤液

体的场合，并只能存放在没有滴液或溅液危险的地⽅，

也不要在本设备顶端放置任何液体容器。

警告：
请始终将⽀架安装螺钉A/B和防摔电线安装螺钉放置在

婴幼⼉和⼉童⽆法接触的地⽅。

注意事项:
不要开启⾯板盖。

为了减少电击的危险，不要打开⾯板盖。⾥⾯没有⽤

户能维修的部件。

有关维修问题，请与合格的维修⼈员联系。

注意事项:
电源线插头应处于随时能⼯作的状态。

交流电源插座（主插座）必须安装在靠近设备的地⽅，

以便于接近。为了使设备与AC电源完全分离，请从AC

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

注意事项:
为了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请不要将本机安装或置放

于书橱、壁柜或其他密封空间中。确保窗帘或其他织

物不会阻碍通风条件，防⽌因过热⽽发⽣电击或起⽕。

注意事项:
为了减少起⽕或电击的危险以及烦⼈的⼲扰，请只使

⽤推荐的附件。

注意事项:
每年⾄少对安装进⾏⼀次检查。

不正确的安装可能导致本装置从墙上坠落致使⼈员受

伤。

注意事项:
请勿在装有三脚架的情况下抬起并移动本装置。

承受三脚架重量的情况下装配可能会坍塌，并进⽽可

能导致⼈⾝伤害。

 显⽰安全信息。

  商标和注册商标

• Microsoft®、Windows®、Windows® 7、Windows® 8、

Internet Explorer®、ActiveX®和DirectX®是

Microsoft Corporation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

商标。

• Apple和Mac、OS X、iPad和Safari是Apple Inc.在美

国和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App Store是Apple Inc.的服务标志。

• Intel®、Intel® Core™是Intel公司或其⼦公司在美国

及其他国家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 HDMI、HDMI徽标和High-Definition Multimedia 

Interface是HDMI Licensing，LLC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

家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 本使⽤说明书中的其他公司或者产品的名称可能是相应

公司的商标或者注册商标。

  关于著作权

禁⽌将本机附带的软件转让、复制、反向汇编、反向编译、

反向⼯程以及违反出⼝法令的出⼝⾏为。

 缩写

本⼿册中使⽤以下缩写。

•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32位/64位

缩写为“Windows 7”。

• Microsoft® Windows® 8 Pro 32位/64位缩写为

“Windows 8”。

•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8.0、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9.0、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0.0和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11.0

全部缩写成“Internet Explorer”。

为便于说明，本⼿册对各装置的型号作了规定，如下表所⽰。

装置的型号 手册中规定的型号

AW-HEA10WMC
AW-HEA10

AW-HEA10KMC

AW-HE130WMC
AW-HE130

AW-HE130KMC

AW-HE65HWMC

AW-HE65
AW-HE65HKMC

AW-HE65SWMC

AW-HE65SKMC

本⼿册中将控制辅助摄像机AW-HEA10称为“本装置”。

此外，专业云台摄像机AW-HE130和AW-HE65统称为“专业

云台摄像机”。

 本手册中使用的图解和屏幕显示画面

• 本⼿册中出现的图解和屏幕显⽰画⾯可能与实际情况不同。

• 请根据Microsoft Corporation提供的指南使⽤屏幕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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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之前

 概述

• 本装置为⾼清摄像机，配备单聚焦、95°超⼴⾓镜头和HD 

MOS传感器。 

通过将本装置与Panasonic专业云台摄像机相结合，并使⽤

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1 ，您可以在查看本装置

捕捉的完整图像和专业云台摄像机捕捉的部分图像的同时，

通过触摸此画⾯来控制⾼清摄像机的视⾓。

• 根据操作环境，可以使⽤吸顶悬吊安装和⽴式安装。还可在

30°垂直范围和45°⽔平范围内调整摄像机的⾓度。

• 本装置提供⽩⾊(AW-HEA10WMC)和⿊⾊(AW-HEA10KMC)两种

型号，以满⾜您既定应⽤和环境的需求。

• 本装置通过IP⽹络连接到个⼈电脑时，可以通过Web浏览器

操作本装置。本装置可通过LAN输出接⼝输出640x360/30p

和320x180/30p信号，因此可⽤于监控。

• 结合HDMI输出接⼝，可以使⽤本装置捕捉的视频。⽀持多

种输出格式，包括1080/59.94p、1080/50p、1080/59.94i、

1080/50i、720/59.94p、720/50p、480/59.94p和576/50p信号。

• 本装置配备了PoE*2 。因此，将本装置连接到⽀持PoE标准

（兼容IEEE802.3af）*3 的⽹络设备，可以消除对摄像机电源

的需求。

*1 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由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

提供。 

请从App StoreSM下载应⽤程序。

*2 以太⽹供电。在本⼿册中称为“PoE”。

*3 有关操作已得到验证的PoE设备的详情，请咨询当地经销

商或Panasonic代表。

 电脑要求

• 未提供电脑所需的环境可能会延缓图像在屏幕上的显示

速度，造成Web浏览器无法工作，并可导致其他问题。

• 不能保证所有满足建议系统要求的电脑运行正常。

CPU Intel Core 2 DUO 2.4 GHz或更快，或

具有同等规格的CPU（兼容的CPU）

内存 Windows® 7/Windows® 8:

1 GB或以上（适合32位），

2 GB或以上（适合64位）

Mac OS X: 2 GB以上

网络功能 10Base-T或100Base-TX端⼝ × 1

显示 分辨率   :1024 × 768像素或更⾼

颜⾊⽣成 :真彩⾊24位或以上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

Web浏览器

Windows® 8（32位/64位）

   Internet Explorer® 10.0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32位/64位)*1
   Internet Explorer® 10.0

   Internet Explorer® 9.0

   Internet Explorer® 8.0 (32位)

Mac OS X 10.8   Safari 6.0  

Mac OS X 10.7   Safari 6.0  

Mac OS X 10.6   Safari 5.1.7  

其他 ⿏标或等同于⿏标的指向装置

*1 不⽀持Windows® XP兼容模式。

<注意>

• 根据本装置的软件版本，可能需要更新。

• 使⽤桌⾯版Internet Explorer。（不⽀持Windows平台的

Internet Explorer的UI。）

• 有关兼容的操作系统和Web浏览器的最新信息，请访问以下

技术⽀持服务部⽹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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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条款

如本产品出现故障，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将根据保修条款

进⾏修理或更换。 但对下述情况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对任

何团体或个⼈均不承担任何责任，包括但不限于:

A  ⾮归责于本产品质量原因引起的任何损害和损失，包括

但不限于直接或间接的、特定的、相因⽽⽣的或典型的

损害或损失;

B  由于任何安装不当或⽤户的使⽤不当或不注意⽽引起的

损害或本产品的破损等;

C  当⽤户对本产品进⾏拆卸、修理或改造时，不管起因是

否在此，⽽造成的⼀切故障和异常;

D  由于任何理由或原因（包括产品的任何故障或问题）、由

未能显⽰的图像所引起的不便或任何损失;

E  与第三⽅的设备等组成的系统引起的异常或其结果所导

致的不便、损失或损害;

F  由于⽤户拍摄个⼈或团体的图像，出于某些原因或其他

原因在公共域中利⽤了这些图像（包括制作的录⾳），或

出于⾮预期⽤途⽽最终使⽤了这些图像，从⽽侵犯了个

⼈或团体的隐私所引发的任何赔偿要求、索赔等;

G  由于任何故障造成的注册数据丢失。

 网络安全

由于本装置设计在连接⾄⽹络时使⽤，因此存在以下安全风

险。

A 由于使⽤产品造成的信息泄露或丢失

B 有⼈未经授权地恶意使⽤本装置

C   恶意⼲扰或者阻⽌产品的正常⼯作

为了防⽌上述风险，请客户充分实施⽹络安全保护措施（包含

以下保护措施）。

• 在有防⽕墙等的安全⽹络中使⽤产品。

• 如在⽹络系统中使⽤产品，请定期确认和清除电脑病毒或恶

意程序。

• 为了防⽌恶意攻击，应设定⽤户名和密码来限制⾮授权⽤户

访问⽹络。

• 以管理员⾝份访问本装置之后，请确保关闭所有Web浏览器。

• 定期更改管理员密码。

• 通过授权⽤户来限制对本装置的访问，例如，以防⽌存储在

本装置上的信息通过⽹络泄露。

• 请勿将本装置安装在容易被⼈恶意轻松损坏或破坏装置、电

缆以及其他部件的地⽅。

• 避免使⽤公共线路连接。

<注意>

关于用户身份验证的注意事项

• 本装置使⽤基本⽤户⾝份验证功能。我们建议您使⽤专⽤的

⾝份验证设备并使⽤基本⾝份验证。

在专业云台摄像机上使用主机身份验证

• 要在配备了主机⾝份验证功能的摄像机上通过主机⾝份验证

进⾏连接，请参阅待连接摄像机的使⽤说明书并配置相应设

置。

务必将访问级别设为“管理员”。

使用限制

• 我们推荐将本装置、控制器以及所有电脑连接⾄同⼀⽹络段。

例如，包括不同⽹络段的连接可能会出现基于⽹络设备固有

设置的事件，因此请确保在运⾏之前先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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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请确认含有下列附件。

• 从包装箱中取出产品后，以适当⽅式处理包装材料。

AC适配器(1) 电源线(1) 防摔电线(1) 防摔电线安装螺钉M4x8 mm (1)

安装支架A

（适用于安装本装置）(1)

安装支架B

（适用于安装本装置，

适用于AW-HE130）(2)

安装支架C

（适用于AW-HE65）(1)

支架安装螺钉A

M4×10 mm (8)

支架安装螺钉B 

M3×6 mm (4)

  选购附件

专业云台摄像机AW-HE130/AW-HE65

多功能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

吸顶式安装支架 WV-Q1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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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确照明条件下拍摄

为了⽣成具有赏⼼悦⽬⾊彩的图像，请在正确照明条件下

拍摄。

在荧光灯照明下拍摄时，呈现图像的⾊彩可能不正确。请

根据需要选择正确的照明。

 为确保长期稳定的性能

长时间在温度和湿度较⾼的场所使⽤本装置会造成其部件

受损，从⽽减少使⽤寿命。（建议的温度:最⾼35℃）

确保冷却设备或加热设备不会朝安装位置直接吹风。

 请勿将摄像机对准强光。

如果将MOS传感器的部件暴露于聚

光灯或其他强光下，可能会出现模

糊现象（强光边缘变得模糊的⼀种

现象）。

明亮的主体

模糊现象

 高亮度主体出现的情况

如果将极亮的光源对准镜头，则可能出现闪光现象。此时，

可以改变⾓度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操作温度范围

避免在温度低于0℃的低温地⽅或温度⾼于40℃的⾼温地

⽅使⽤本装置，否则此类温度会导致图像画质下降并对内

部部件造成不良影响。

此外，在低温下使⽤本装置时，需要⼀些时间才能稳定图

像。我们建议您在使⽤前先打开本装置⼀段时间，让其温

度升⾼。

 关于PoE电源

本装置符合IEEE802.3af标准。使⽤兼容的以太⽹集线器

和PoE注⼊器来使⽤PoE电源。

有关操作已得到验证的以太⽹集线器和PoE注⼊器的详情，

请咨询当地经销商。

 连接或断开电缆之前关闭本装置

务必在连接或断开电缆之前关闭装置。

 小心操作本装置

请勿让本装置跌落，也不要使其受到冲击或振动。否则可

能会导致本装置出现故障。

 不使用本装置时

不使⽤本装置时，请将其关闭。

不再使⽤本装置时，请勿任其闲置摆放，⽽应务必确保妥

当处理。

 请勿触摸光学系统部件

光学系统部件对于摄像机的运⾏⾄关重要。在任何情况下

都不应触碰光学系统部件。万⼀光学系统部件变脏，则请

使⽤摄像机吹⽓球或借助镜头清洁纸轻轻擦拭去除灰尘。

 无论摄像机打开与否，都请不要将其直接指向太阳

或激光射线
长时间拍摄太阳、激光射线或其他明亮发光对象的图像可

能会损坏MOS传感器。

 请勿长时间使用

长时间使⽤可能造成内部温度升⾼，进⽽导致故障。

 使用的电脑

在电脑监视器上长时间显⽰相同的图像可能会损坏电脑监

视器。建议使⽤屏幕保护程序。

 关于IP地址设置

请勿同时在多台电脑上使⽤Easy IP Setup Software来设

置⼀台摄像机的IP地址。

否则可能⽆法知道具体设置了哪个IP地址。

 将本装置远离水体

避免与⽔直接接触。否则可能会导致本装置出现故障。

 维护

进⾏维护前，应⾸先关闭本装置的电源。否则可能导致⼈

⾝伤害。

⽤柔软的⼲布擦拭表⾯。避免与苯、油漆稀释剂及其他挥

发性物质的接触，并避免使⽤这些物质。否则，可能会使

外壳变⾊。

 请在低湿、少尘的环境下使用本装置

避免在湿度或灰尘含量较⾼的环境下使⽤本装置，否则将

会损坏内部部件。

 废弃本装置

为了保护环境，本装置达到其使⽤寿命并打算废弃时，请

委托有资格的承包商正确废弃本装置。

 使用注意事项

 本产品使用的软件的信息

本产品包括经GNU通⽤公共许可证(GPL)和GNU宽通⽤公共许可证(LGPL)许可的软件，客户可以获取、修改或重新分发该软件

的源代码。

有关获取源代码的详情，请访问以下⽹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不过，请不要询问Panasonic有关所获取源代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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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件及其功能

1
7 982 3 5 10

6 10

4

1.  镜头

可以在30°垂直⽅向和45°⽔平⽅向范围内调整此镜头。

2.  状态显示指示灯

根据本装置状态的不同以下列⽅式点亮。

亮起橙⾊：在待机模式时

亮起绿⾊：电源打开时

3.   电源按钮[  ]

当本装置在待机模式下或关闭时，按下此按钮可打开本装

置。

当本装置在待机模式下或打开时，按住此按钮可关闭本装

置。

4.  microSD卡插槽

更新本装置软件时使⽤。

（通常情况下不会使⽤。）

5.  INIT按钮

当本装置打开时按下此按钮会初始化⽤户管理设置和⽹络

设置。

按照下⾯所述初始化设置。

1) 关闭摄像机菜单和Web设置画⾯。

2) 按下INIT按钮。

3) 使⽤电源按钮关闭本装置，然后再打开。

6.   LAN接口

使⽤5类或以上的LAN电缆，最长100 m。

务必对此接⼝使⽤屏蔽电缆。

7.  HDMI接口

此为HDMI视频输出接⼝。

务必对此接⼝使⽤双屏蔽电缆。

8.  USB接口

此接⼝⽤于维护。

请勿连接USB设备。

9.  DC输入接口[ DC IN]

将本装置附带的AC适配器连接到此接⼝，向本装置提供5 

VDC的电源。

10.  电缆卡件

⽤以夹住连接到DC IN接⼝的电缆，以防其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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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设置

  使用Easy IP Setup Software配置本装置的设置

可以使⽤Easy IP Setup Software配置本装置⽹络的⽹络设

置。（仅限Windows）

• 为多台装置配置设置时，需要为每台摄像机配置设置。

• 如果⽆法使⽤Easy IP Setup Software配置设置或如果使

⽤的是Mac，可在Web设置菜单的Network画⾯上分别配置本

装置和电脑的设置。 (→ 第20页)

• 有关所需的电脑环境的详情，请参阅第4页。

• 如果在配置⽹络设置后，同⼀⽹络的另⼀设备有相同的IP

地址，则⽆法正确进⾏⽹络操作。 

设置IP地址时，请勿使其与现有的IP地址重复。

• 请勿从多个Easy IP Setup Software程序同时为同⼀台摄

像机配置⽹络设置。 

类似地，请勿同时执⾏AW-RP50远程摄像机控制器的“⾃动

IP设置”操作。否则可能⽆法知道具体设置了哪个IP地址。

 安装软件

在要连接的电脑上安装Easy IP Setup Software。

您可以使⽤将与本装置配合使⽤的Panasonic专业云台摄

像机（例如，AW-HE130、AW-HE65）附带的Easy IP Setup 

Software，或从下列⽹址进⾏下载。

http://pro-av.panasonic.net/

Easy IP Setup Software (EasyIPSetup.exe)

配置本装置的⽹络设置。有关详情，请参阅后续章节。

<注意>

• ⽆法通过路由器在不同的⼦⽹中使⽤Easy IP Setup 

Software。

配置网络设置

1. 启动Easy IP Setup Software。

2. 点击[搜索]按钮。

3. 点击所要设置的摄像机的MAC地址/IPv4地址，然后点击[网

络设置]按钮。

<注意>

• 使⽤DHCP服务器时，点击Easy IP Setup Software的[搜

索]按钮可以检查分配到本装置的IP地址。

• 如果将同⼀IP地址⽤于更多摄像机，相关摄像机的“IPv4

地址重复”栏中将显⽰附加的摄像机的编号。

• 点击[访问摄像机]按钮时，会显⽰所选摄像机的实时画⾯。

4. 输入网络项目，然后点击[保存]按钮。

<注意>

• 使⽤DHCP服务器时，可以将Easy IP Setup Software的[DNS]

设置为[⾃动]。

• 点击[保存]按钮后，需要约2分钟才能完成本装置的设置。

如果在设置完成之前断开AC适配器或LAN电缆，设置将被取

消。此时，重复配置设置的各项步骤。

• 引⼊了防⽕墙（包括软件）时，则可访问UDP的所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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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装PTZ Cntrl

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由松下电器产业株式会社提

供。该应⽤程序通过显⽰本装置的视频和安装到本装置的专

业云台摄像机的视频并触摸iPad画⾯，以⽅便专业云台摄像

机进⾏摇摄和俯仰。

 PTZ Cntrl兼容的设备和操作系统

⽀持下列iPad。

支持的设备   ：iPad

支持的操作系统 ：iOS 8.1

<注意>

• 根据使⽤的iPad⽽定，可能⽆法正确操作。有关PTZ Cntrl

的信息，请访问下列⽀持⽹站。

http://pro-av.panasonic.net/

1. 将iPad连接到网络。

• 需将iPad连接到Internet。

2. 轻按 [App Store]。

3. 在搜索字段中输入“Panasonic PTZ Cntrl”。

4. 轻按[PTZ Cntrl]并安装此软件。

•  图标会添加到iPad菜单中。

连接iPad

配置本装置以及安装到本装置*1 的专业云台摄像机的⽹络设

置，然后分别为它们设置IP地址。有关IP地址设置，请参阅“⽹

络设置”(→ 第9页)。

*1 专业云台摄像机处于待机模式时，⽆法进⾏连接。确保电

源已打开。

1. 启动[PTZ Cntrl]。

2. 在[PTZ Cntrl]画面中轻按  打开设置画面。

3. 轻按[Camera Setting]。

• [Camera Group]画⾯打开。

4. 轻按[Add Group]，然后轻按[Camera Group]项目的[Add 

Camera]。

5. 轻按已连接的专业云台摄像机的型号名称，为[PTZ 

Camera]和[Sub Camera]（本装置）配置IP地址。

6. 轻按[Close]返回设置画面。

• 轻按  （摄像机选择）按钮，选择[Camera Group]和

[Camera]。选择后务必点击[Connect]。

专业云台摄像机的视频显⽰在上部区域，本装置的视频显

⽰在下部区域。

<注意>

• 如果视频未显⽰，表⽰未与摄像机建⽴连接和通信。检查

LAN电缆、Wi-Fi设置和IP地址设置等。

有关详细的设置步骤，请参阅PTZ Cntrl的Help画⾯。

配置PTZ Cntrl的初始设置

需要调整本装置的拍摄视⾓和专业云台摄像机的操作位置。

通过执⾏这⼀修正操作，可将本装置视频的位置关系和专业

云台摄像机的摇摄和俯仰操作位置之间的差异减少到最⼩。

1. 在[PTZ Cntrl]画面中轻按  打开设置。

2. 在设置画面的下部轻按[General]。

• 画⾯切换到校正模式。

3. 轻按画面的上部区域或使用[///]键，使画面上部

区域的[+]标记图像位置与画面下部区域内中心[+]标记处

显示的区域相符。

  使用PTZ Cntrl应用程序控制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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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轻按[Confirm]应用校正。

• 标记变为蓝⾊。

• 要进⾏详细校正，轻按周围的[+]标记并设置位置。

有关详细的校正控制设置的详情，请参阅PTZ Cntrl的

Help画⾯。

5. 完成校正后，轻按[Update]退出校正模式。

使用PTZ Cntrl控制摄像机

完成连接设置和初始化设置后，在PTZ Cntrl主画⾯下部区域

中触摸摄像机视频以操作上部区域中的专业云台摄像机，使

其拍摄中⼼变为触摸的位置。

要调整变焦位置，使⽤画⾯中⼼的滑块或画⾯上部区域的捏

合（⼿势）*1 。
也可以在画⾯的上部区域中轻按摄像机图像，将图像中⼼移

到轻按的位置，或拖动图像以控制摄像机移动，从⽽进⼀步

控制记录的图像。

*1 捏合：使⽤两个⼿指移动的⼿势。

此外，还可以对拍摄视⾓进⾏精细调整，因为触摸上部区域

中的摄像机视频会更改摄像机位置，这样触摸的位置便成为

中⼼。

在画⾯的下部区域中轻按[]会显⽰预设按钮。轻按数字按

钮可快速调⽤存储的摄像机位置。

您可以按住数字按钮存储最多九个预设位置。

有关主画⾯详细操作的详情，请参阅PTZ Cntrl的Help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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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示Web画面

将电脑连接到本装置，便可在实时画⾯[Live]中查看摄像机

的IP视频，并通过Web浏览器在Web设置画⾯[Setup]中配置

各种设置。

有关所需的电脑环境的详情，请参阅第4页。

显⽰Web画⾯前，请先配置下列设置。

• 将电脑连接到本装置

• 设置电脑

在专⽤地址范围内选择电脑的IP地址，同时确保其不同于

本装置的地址。设置与本装置地址相同的⼦⽹掩码。

本装置的IP地址和子网掩码（出厂设置）

IP地址:  192.168.0.10

⼦⽹掩码: 255.255.255.0

专⽤地址的范围： 192.168.0.0⾄192.168.0.255

<注意>

• 出⼚默认情况下，AW-HE130和AW-HE65的IP地址与本装置的

IP地址相同(192.168.0.10)。将AW-HE130和AW-HE65与本装

置配合使⽤时，务必更改其IP地址。

 用电脑显示Web画面

此处的步骤以Windows画⾯(Internet Explorer)为例进⾏说

明，但是，使⽤Mac (Safari)*1 画⾯时的步骤是相同的。

*1 画⾯显⽰的某些部分可能有所不同。

1.  设置Web浏览器，然后在地址栏中输入“http://本装置的

IP地址/”。

• 如果本装置的IP地址已从默认的“192.168.0.10”变为其

他值，请输⼊新的IP地址。

• 如果HTTP端⼝号已从默认的“80”变为其他值，请输⼊

“http://本装置的IP地址:端⼝号/”。

• Web画⾯（实时画⾯[Live]）启动。

• 有关实时画⾯[Live]的详情，请参阅“实时画⾯ 

[Live]”(→ 第13页)。

• 有关显⽰Web设置画⾯[Setup]，请参阅步骤2到步骤3。

2. 在实时画面[Live]中点击[Setup]按钮。

• 出现⽤户⾝份验证画⾯。

3.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然后点击[OK]。

• ⽤户名和密码的出⼚默认设置如下。

 用户名：admin

 密码：12345

• 显⽰此消息时，点击[OK]。

• 出现Web设置画⾯[Setup]。

• 有关Web设置画⾯[Setup]的详情，请参阅“Web设置画⾯

[Setup]”(→ 第15页)。

<注意>

• 待机模式下不能执⾏摄像机操作和设置。

• 为了安全起见，请在“User mng.画⾯”(→ 第19页)中更改⽤

户名和密码。

• 如果正在同时使⽤控制器和Web浏览器，使⽤控制器配置的

设置可能不会反映到Web设置画⾯[Setup]上。同时使⽤控

制器和Web浏览器时，请务必使⽤控制器或摄像机菜单检查

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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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画面操作

  实时画面 [ Live]

此画⾯显⽰本装置的摄像机图像，让您可以通过电脑对摄像机执⾏各种控制操作，如摇摄、俯仰、变焦和图像亮度调整。

1 2

3

4 5 6 12

11 8 7 910

13

1. Live按钮[ Live]

显⽰实时画⾯[Live]。

2. Setup按钮[ Setup]

显⽰Web设置画⾯[Setup]。

3. Power ON 按钮 [ Power ON] / Standby 按钮 [ Standby]

打开本装置或切换到待机模式。

• 连接AC适配器后，本装置会⾃动切换到待机模式，同时本

装置上的状态显⽰指⽰灯会亮起橙⾊。

• 本装置打开后，状态显⽰指⽰灯会亮起绿⾊。

[Power ON]
打开本装置。

[Standby]
将本装置切换到待机模式。

<注意>

• 打开本装置前，请先打开所有连接设备。

• 将本装置切换到待机模式后，关闭所有连接设备。

4.  主区域（IP视频显示区）

收到计数控制信号时，摄像机图像上会显⽰⼀个红框。

5.  Zoom [ Zoom]
执⾏变焦操作。

使⽤iA变焦*1 最多可进⾏约2倍变焦，使⽤数字变焦则最

多可进⾏4倍变焦。

• 与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配合使⽤时，必须设为

1.0x。

• 有关启⽤或禁⽤数字变焦的详情，请参阅“Digital 

Zoom”(→ 第19页)。

• 显⽰PinP时，请在开始操作前先将控制模式[Control]切

换到[Main]。(→ 第14页)

*1 iA变焦：可保持⾼清图像优美画质的变焦模式。

[-]
调整⼴⾓⽅向的变焦（放⼤）。

[×1.0]
调整变焦（放⼤）⾄1.0x。

[+]
调整远摄⽅向的变焦（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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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控制盘及其按钮

执⾏摇摄/俯仰操作。

可以在⽔平、垂直和对⾓线⽅向调整摄像机图像。

• 当变焦级别为1x时，不能执⾏摇摄和俯仰。 (→ 第13页)

• 显⽰PinP时，请在开始操作前先将控制模式[Control]切

换到[Main]。 (→ 第14页)

控制板

控制按钮 控制按钮：

点击可执⾏摇摄/俯仰操作。

控制板：

点击或拖放可执⾏摇摄/俯仰操作。

在越靠近边缘处执⾏点击或拖放操

作，摇摄/俯仰的速度就会越快。

<注意>

• 当使⽤⿏标从控制盘区域拖放到该区域以外的位置，摇摄、

俯仰及其他操作不会停⽌。

此时，可点击控制盘区域停⽌这些操作。

7. Brightness [ Brightness]
调节图像亮度。

可以在⾃动模式和⼿动模式之间切换。

[Auto]

切换到⾃动模式。

系统会⾃动调节亮度以适合场景。

[Manual]

切换到⼿动模式。

例如，在太暗（太亮）位置进⾏拍摄时，需⼿

动调节亮度。

[-]

在⼿动模式下调暗图像。

此功能在⾃动模式下被禁⽤。

[+]

在⼿动模式下调亮图像。

此功能在⾃动模式下被禁⽤。

<注意>

• 在⼿动模式下不能设置[Contrast Level]和[Back Light 

COMP.]。

8. 图像分辨率列表框[ Image Resolution]

更改实时图像的分辨率。

640×360 以分辨率640x360进⾏显⽰。

320×180 以分辨率320x180进⾏显⽰。

9. PinP显示[ PinP Display]

打开或关闭⽤于提取部分摄像机图像并显⽰在主画⾯上的

PinP（画中画）⼩画⾯中的功能。

Off 关闭PinP显⽰。

On 打开PinP显⽰。

10. PinP显示位置[ PinP Position]

切换PinP显⽰位置。

Upper Right 在主画⾯的右上⽅显⽰PinP画⾯。

Lower Right 在主画⾯的右下⽅显⽰PinP画⾯。

Upper Left 在主画⾯的左上⽅显⽰PinP画⾯。

Lower Left 在主画⾯的左下⽅显⽰PinP画⾯。

11.  Control模式[ Control]

在PinP显⽰期间将控制模式切换到主画⾯或PinP。

Main 将控制模式设为主画⾯。

PinP 将控制模式设为PinP。

12. Preset [ Preset]
向预设存储器注册您希望的设置条件，然后加载注册的设

置。（最多9台）

有关向/从预设存储器注册和加载的详情，请参阅“使⽤预

设存储器”(→ 第22页)。

13.  摄像机标题显示区域

显⽰在Basic画⾯中设置的装置的名称(→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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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画面配置

  Web设置画面[ Setup]

此画⾯可以配置本装置的各种设置。

<注意>

• 只有访问级别为“1. Administrator”的⽤户才能进⾏设置菜单的操作。

关于设置访问级别的步骤，请参阅第19页。

1 2

3

10

4

5

6

7

8

9

1. Live按钮[ Live]

显⽰实时画⾯[Live]。

2. Setup按钮[ Setup]

显⽰Web设置画⾯[Setup]。

3. Basic按钮[ Basic]

点击此按钮会在主区域中显⽰[Basic]画⾯。

→ “Basic画⾯”(→ 第16页)

4. Image按钮[ Image]

点击此按钮会在主区域中显⽰[Image]画⾯。

→ “Image画⾯”(→ 第16页)

5. User mng.按钮[ User mng.]

点击此按钮会在主区域中显⽰[User mng.]画⾯。

→ “User mng.画⾯”(→ 第19页)

6. Network按钮[ Network]

点击此按钮会在主区域中显⽰[Network]画⾯。

→ “Network画⾯”(→ 第20页)

7. Maintenance按钮[ Maintenance]

点击此按钮会在主区域中显⽰[Maintenance]画⾯。

→ “Maintenance画⾯”(→ 第21页)

8. Power ON 按钮 [ Power ON] / Standby 按钮 [ Standby]

打开本装置或切换到待机模式。

• 连接AC适配器后，本装置会⾃动切换到待机模式，同时本

装置上的状态显⽰指⽰灯会亮起橙⾊。

• 本装置打开后，状态显⽰指⽰灯会亮起绿⾊。

[Power ON]
打开本装置。

[Standby]
将本装置切换到待机模式。

<注意>

• 打开本装置前，请先打开所有连接设备。

• 将本装置切换到待机模式后，关闭所有连接设备。

9.  主区域

显⽰菜单屏幕。

10.  摄像机标题显示区域

显⽰在Basic画⾯中设置的装置的名称(→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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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ic画面

 Camera title

输⼊摄像机的名称。

• 可以输⼊0到20之间的半⾓字符。

• 可显⽰下列字符。

半尺⼨数字

字符

0123456789

半尺⼨字⺟

字符

（⼤⼩写）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符号 .@ _
• 点击[Set]按钮时，Web设置画⾯顶部的摄像机标题显⽰

区域内会出现输⼊的名称。

出厂默认:AW-HEA10

  Image画面

此画⾯可以调整图像质量，注册预设存储器以及配置系统设

置和其他设置。

画⾯包括两个选项卡:[Image]和[System]。

  Image画面

显⽰图像质量调整画⾯或预设位置画⾯。

要显⽰[Image]画⾯，在[Image]画⾯中点击[Image]选项卡。

  Image adjust

点击[Setup >>]按钮时，会出现[Image adjust]画⾯。

(→ 第16页)

  Preset position

点击[Setup >>]按钮时，会出现[Preset position]画⾯。 

(→ 第17页)

  Image adjust画面

调整图像质量。

要显⽰[Image adjust]画⾯，点击[Image adjust]的

[Setup >>]按钮。(→ 第16页)

要关闭[Image adjust]画⾯，点击[Close]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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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trast Level

调整曝光。

设置范围：-5⾄+5

出厂默认:0

 Chroma Level

调整颜⾊强度。

设置范围：-5⾄+5

出厂默认:0

  AWB/ AWB Mode

调整三原⾊(RGB)之间的⽐例以准确地再现⽩⾊。如果⽩平

衡调整不当，则不仅再现的⽩⾊不佳，⽽且整个画⾯的⾊

调也会下降。

• ⾸次使⽤本装置或长时间未使⽤本装置时，需要设置此模

式。

• 照明条件或亮度改变时，需要设置此模式。

设定值:

ATW ⾃动

 

(⽇光模式)

室内条件和阳光充⾜的室外条件⼀样。

 

(阴天模式)

室内条件和多云的室外条件⼀样。

 

(室内模式1)

和⼩型演播室内相似的⽩炽灯、视频灯等。

 

(室内模式2)

和体育馆内相似的暖⽩⾊荧光灯、钠灯等。

AWB A

AWB B

(设置)

注册适合拍摄场景的设置（⽩平衡调整），

加载已注册的设置。

有关如何注册⽩平衡调整，请参阅下⾯的

“如何注册⽩平衡调整”。

• 显⽰彩条时⽆法注册⽩平衡调整。

出厂默认:ATW

 如何注册白平衡调整

1) 将[AWB Mode]设为[AWB A]或[AWB B]。

2) 以⽩⾊主体填充画⾯。

• 请勿拍摄闪光或过亮的主体。

3) 在[AWB]下点击[Execute]。

• 当[OSD Status]设为[On]时，画⾯上会显⽰[AWB OK]

且完成调整。

• 如果⽆法注册⽩平衡调整，画⾯上会显⽰错误消息[AWB 

NG]。发⽣此情况时，请使⽤其他模式。

 Flesh Tone Mode

此功能可让图像中⼈物的⽪肤看起来更加光滑和美丽。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DRS

通过压缩在标准记录过程中显得发⽩的⾼亮度区域的视频

信号电平，使动态范围得以扩⼤。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注意>

• 如果有极暗或极量部分或亮度不⾜，效果可能会不清晰。

 Back Light COMP.

这会让图像更亮，防⽌背光主体变⿊。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Preset position画面

执⾏与预设位置有关的操作并进⾏调整。

要显⽰[Preset position]画⾯，点击[Preset position]的

[Setup >>]按钮。(→ 第16页)

要关闭[Preset position]画⾯，点击[Close]按钮。

 

 Preset

向预设存储器注册您希望的设置条件，然后加载注册的设

置。（最多9台）

有关向/从预设存储器注册和加载的详情，请参阅“使⽤预

设存储器”(→ 第22页)。

  Zoom

执⾏变焦操作。

使⽤iA变焦*1 最多可进⾏约2倍变焦，使⽤数字变焦则最

多可进⾏4倍变焦。

• 与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配合使⽤时，必须设为

1.0x。

• 有关启⽤或禁⽤数字变焦的详情，请参阅“Digital 

Zoom”(→ 第19页)。

• 显⽰PinP时，请在开始操作前先将[Control]切换到

[Main]。 

(→ 第17页)

*1 iA变焦：可保持⾼清图像优美画质的变焦模式。

[-]
调整⼴⾓⽅向的变焦（放⼤）。

[×1.0]
调整变焦（放⼤）⾄1.0x。

[+]
调整远摄⽅向的变焦（放⼤）。

 

  Control

在PinP显⽰期间将控制模式切换到主画⾯或PinP。

Main 将控制模式设为主画⾯。

PinP 将控制模式设为Pin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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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nP Display

打开或关闭⽤于提取部分摄像机图像并显⽰在主画⾯上的

PinP（画中画）⼩画⾯中的功能。

Off 关闭PinP显⽰。

On 打开PinP显⽰。

 PinP Position

切换PinP显⽰位置。

Upper Right 在主画⾯的右上⽅显⽰PinP画⾯。

Lower Right 在主画⾯的右下⽅显⽰PinP画⾯。

Upper Left 在主画⾯的左上⽅显⽰PinP画⾯。

Lower Left 在主画⾯的左下⽅显⽰PinP画⾯。

 控制盘及其按钮

执⾏摇摄/俯仰操作。

可以在⽔平、垂直和对⾓线⽅向调整摄像机图像。

• 显⽰PinP时，请在开始操作前先将[Control]切换到

[Main]。(→ 第17页)

控制板

控制按钮 控制按钮：

点击可执⾏摇摄/俯仰操作。

控制板：

点击或拖放可执⾏摇摄/俯仰操作。

在越靠近边缘处执⾏点击或拖放操

作，摇摄/俯仰的速度就会越快。

<注意>

• 当使⽤⿏标从控制盘区域拖放到该区域以外的位置，摇摄、

俯仰及其他操作不会停⽌。

此时，可点击控制盘区域停⽌这些操作。

• 当变焦级别为1x时，不能执⾏摇摄和俯仰。(→ 第17页)

 Brightness

调节图像亮度。

可以在⾃动模式和⼿动模式之间切换。

[Auto]

切换到⾃动模式。

系统会⾃动调节亮度以适合场景。

[Manual]

切换到⼿动模式。

例如，在太暗（太亮）位置进⾏拍摄时，需⼿

动调节亮度。

[-]

在⼿动模式下调暗图像。

此功能在⾃动模式下被禁⽤。

[+]

在⼿动模式下调亮图像。

此功能在⾃动模式下被禁⽤。

<注意>

• 在⼿动模式下不能设置[Contrast Level]和[Back Light 

COMP.]。

   System画面

此菜单的项⽬与摄像机的输出图像设置有关。

要显⽰[System]画⾯，在[Image]画⾯中点击[System]选项卡。

   Output

这些设置会在点击[Set]按钮时反映出来。

  Format

切换HDMI输出视频格式。

设定值:

1080p / 1080i / 720p / 480p (576p)*1

*1 当[System Frequency]为[59.94Hz(NTSC)]时，可以选

择[480p]；当为[50Hz(PAL)]时，可以选择[576p]。

出厂默认:1080P

 Down CONV.Mode

选择下转换模式。

仅当[Format]为[480p (576p)]*2 时会启⽤此模式。

*2 当[System Frequency]为[59.94Hz(NTSC)]时，可以设

置[480p]；当为[50Hz(PAL)]时，可以设置[576p]。

设定值:

Squeeze

当监视器的宽⾼⽐为16:9时使⽤此项。当监

视器画⾯设为4:3的⾼宽⽐时，图像将被横向

压缩和纵向伸展，从⽽改变图像视⾓。

SideCut

当监视器的宽⾼⽐为4:3时使⽤此项。采⽤垂

直⾼度作为参照标准，两边伸展超出此标准

的部分被修剪，从⽽改变图像视⾓。

LetterBox

当监视器的宽⾼⽐为4:3时使⽤此项。采⽤⽔

平宽度作为参照标准，顶部和底部添加了⿊

带，从⽽改变图像视⾓。

出厂默认:Squee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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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stem Frequency

切换系统频率。

在设置此项⽬后点击[Set]时，会出现重启确认消息。点击

[OK]重启本装置。

设定值:

59.94Hz(NTSC) / 50Hz(PAL)

出厂默认: 50Hz (PAL)

 Other

这些设置会在点击[Set]按钮时反映出来。

  Digital Zoom

启⽤或禁⽤数字变焦（最⼤4倍）。

• 与适合iPad的PTZ Cntrl应⽤程序配合使⽤时，必须设为

[Off]。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注意>

• 使⽤数字变焦时，变焦级别越⾼，图像质量下降的越多。

 Tally Enable

收到计数控制信号时，启⽤(On)或禁⽤(Off)可打开或关

闭计数灯的功能。

本装置不能使⽤此功能。

 OSD Status

选择是否在注册⽩平衡调整("AWB A"/"AWB B")时显⽰或隐

藏消息（如“AWB OK”）。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IR ID

设置摄像机的远程控制ID。

此功能不可⽤，因为本装置不⽀持⽆线遥控器。

 IR Control

启⽤(On)或(Off)⽆线遥控器。

本装置不能使⽤此功能。

  User mng.画面

通过电脑为可访问本装置的⽤户注册⾝份验证设置。

输⼊/设置[User name]、[Password]、[Retype password]

和[Access level]，然后点击[Set]。

  User auth.

设置是否在Web画⾯打开时执⾏⽤户⾝份验证。 

点击[Set]完成设置。

设定值:

On 执⾏⽤户⾝份验证。

Off 不执⾏⽤户⾝份验证。

出厂默认:Off

<注意>

• 如果[User auth.]设为[On]，将不能再通过AW-RP50进⾏

控制。

  User name

注册⽤户名。

• 最多可注册9个⽤户名。

• 可以输⼊半⾓字⺟数字字符和半⾓符号。

• 最多可输⼊32个字符。

出厂默认:admin

  Password /  Retype password

当出现Web设置画⾯或Setup画⾯时，注册⾝份验证密码。

在[Password]中输⼊密码后，在[Retype password]中重

新输⼊密码以防⽌输⼊错误。

• 可以输⼊半⾓字⺟数字字符和半⾓符号。

• 可以输⼊4到32个字符。

出厂默认:12345

<注意>

• 为了安全起见，请注册由字⺟数字字符和符号组成的密码，

并定期更改密码。

  Access level

设置⽤户访问级别。

设定值:

1.Administrator 允许⽤户执⾏本装置的所有操作。

2.Camera control
只允许⽤户执⾏实时画⾯[Live]的

操作。

出厂默认:2.Camera control

 User check

显⽰已注册的⽤户名和访问级别。

例如:当为admin[1]时

admin :⽤户名

[1]  :访问级别

• 点击[Delete]会删除显⽰的⽤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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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twork画面

此画⾯让您可以配置本装置的⽹络设置。

  DHCP

设置是否使⽤DHCP功能。配置DHCP服务器，让不使⽤DHCP

功能的电脑和其他⽹络摄像机不会被分配到相同的IP地址。

有关服务器设置的详情，请向⽹络管理员咨询。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IP address

在不使⽤DHCP功能时输⼊本装置的IP地址。输⼊地址，请

勿与电脑或其他⽹络摄像机所设置的现有的IP地址重复。

出厂默认:192.168.0.10

<注意>

• 出⼚默认情况下，AW-HE130和AW-HE65的IP地址与本装置

的IP地址相同(192.168.0.10)。将AW-HE130和AW-HE65与

本装置配合使⽤时，务必更改其IP地址。

• 即使使⽤DHCP功能，也⽆法使⽤多个IP地址。有关DHCP

服务器设置的详情，请向⽹络管理员咨询。

 Subnet mask

在不使⽤DHCP功能时输⼊本装置的⼦⽹掩码。

出厂默认:255.255.255.0

 Default gateway

在不使⽤DHCP功能时输⼊本装置的默认⽹关。

出厂默认:192.168.0.1

<注意>

• 即使使⽤DHCP功能，也⽆法使⽤默认⽹关的多个IP地址。

有关DHCP服务器设置的详情，请向⽹络管理员咨询。

  DNS

设置是⾃动(Auto)获取DNS服务器地址还是⼿动(Manual)

输⼊该地址。

如果设置[Manual]，必须配置DNS。

如果在使⽤DHCP功能时设置[Auto]，系统会⾃动获取DNS

服务器地址。有关更多详情，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设定值:Auto / Manual

出厂默认:Manual

 Primary server address

 Secondary server address

如果已为[DNS]选择[Manual]设置，则输⼊DNS服务器的IP

地址。

有关DNS服务器的IP地址的详情，请向系统管理员咨询。

  HTTP port

单独分配端⼝号。

设置范围：1⾄65535

以下端⼝号为本装置所使⽤，因此⽆法使⽤。

20、21、23、25、42、53、67、68、69、110、123、161、

162、554、995、10669、10670、59999、60000⾄61000

出厂默认: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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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ntenance画面

此画⾯让您可以执⾏如查看本装置信息或初始化设置等相关

操作的维护。

画⾯包括两个选项卡:[Information]和[Other]。

  Information画面

显⽰本装置的型号([Model no.])、MAC地址([Mac address])

和软件版本([Firmware version])，以及最后⼀次登录Setup

画⾯([Access log])的⽤户。

要显⽰[Information]画⾯，在[Maintenance]画⾯中点击

[Information]选项卡。

 Model no.

显⽰本装置的型号。

 MAC address

显⽰本装置的MAC地址。

 Firmware version

显⽰本装置的软件版本。

 Access log

显⽰最后⼀次登录Setup画⾯的⽤户。

  Other画面

初始化本装置的设置数据或配置显⽰设置。

要显⽰[Other]画⾯，在[Maintenance]画⾯中点击[Other]

选项卡。

 Reset to the default (Except the network settings)

将本装置的设置恢复为初始设置。

点击[Execute]按钮后会出现确认消息。点击[OK]。

  CAM/BAR

更改HDMI输出⽬的地的监视器上或Web设置画⾯上显⽰的

图像。 

更改此设置后，点击[Execute]。

设定值:

Camera 显⽰摄像机图像。

Colorbar 显⽰彩条。

出厂默认:Camera

<注意>

• 也可以使⽤控制器在摄像机图像显⽰和彩条显⽰之间切

换。

• 根据系统频率设置⽽定，显⽰的彩条会有不同。

 Guideline

选择是显⽰还是隐藏指南显⽰。 

更改此设置后，点击[Execute]。

设定值:Off / On

出厂默认:Off

 Operation time

检查本装置的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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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预设存储器注册您希望的设置条件，然后加载注册的设置。

（最多9台）

可以从实时画⾯[Live]和Web设置画⾯注册和加载预设存储

器。

下列设置被注册。

• 变焦级别

• 曝光

• PinP显⽰/不显⽰

• PinP检索位置

• PinP显⽰变焦级别

• PinP显⽰位置

• 摇摄/俯仰位置

• ⽩平衡

• 控制模式

• 数字变焦启⽤/禁⽤

• ⾃动模式/⼿动模式（⽤于调整亮度）

• 亮度调整值

注册设置到预设存储器

下列步骤是在实时画⾯[Live]中执⾏操作的⽰例。

1. 打开实时画面(→ 第12页)，或打开[Preset position]画面，

如下所述。

1) 打开Web设置画⾯[Setup] (→ 第12页)。

2) 点击[Image]按钮打开[Image]画⾯(→ 第15页)。

3)  点击[Image]选项卡，然后点击[Preset position]的

[Setup>>]按钮，打开[Preset position]画⾯。

2. 在[Preset]的下拉菜单中选择[1]到[9]之间的任意值。

3. 点击[Set]。

• 当前设置条件已注册到预设存储器。（如果选定编号已注

册了设置条件，这些设置条件会被覆盖。）

访问预设存储器

下列步骤是在实时画⾯[Live]中执⾏操作的⽰例。

1. 打开实时画面(→ 第12页)，或打开[Preset position]画面，

如下所述。

1) 打开Web设置画⾯[Setup] (→ 第12页)。

2) 点击[Image]按钮打开[Image]画⾯(→ 第15页)。

3)  点击[Image]选项卡，然后点击[Preset position]的

[Setup>>]按钮，打开[Preset position]画⾯。

2. 在[Preset]的下拉菜单中选择[1]到[9]之间的任意值。

3. 点击[Move]。

• 如果在控制模式为主画⾯时选择[Home]并点击[Move]，

变焦级别会变为1x。

• 如果在控制模式为PinP时选择[Home]并点击[Move]，

PinP检索位置会变为画⾯中⼼且PinP显⽰的变焦级别会

变为1x。

  使用预设存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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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障排除

 下面是正常现象，并非表明任何问题。

主体出现扭曲
• 主体在摄像机前⽅快速移动可能会出现些许扭曲，因为本装置的图像传感器使⽤MOS，但这并

不表明有任何问题。

在拍摄过程中使用闪光灯

时，只有画面顶部或底部

变得更加明亮

• 使⽤MOS图像传感器时，画⾯的左上⽅和右下⽅之间的拍摄时间略有不同。这表明，当闪光灯

⼯作时，画⾯有关区域的底部以及相邻区域的顶部会变得更亮。此为正常现象，并⾮表明任何

问题。

 电源

故障表现 原因和修复措施 参考页

没电

• 当状态显示指示灯关闭时，没有电源提供或本装置已关闭。

 → 正确连接AC适配器和电源线。

 → 按下本装置上的电源按钮。

– – –

• 如果使用本装置的电源按钮关闭本装置，则不能从Web画面打开本装置。按下

电源按钮可打开本装置。
– – –

• LAN电缆是否已牢固连接到IP控制LAN接口？ 安装说明书

• 用于兼容PoE (IEEE802.af)的电源设备和本装置的网络电缆是否已正确连接？ 安装说明书

• 如果允许连接到多个PoE端子的电源设备超过其总功率限制，则可能不会供电。

 → 请参阅PoE电源设备的使⽤说明书。
安装说明书

 Web画面

故障表现 原因和修复措施 参考页

无法访问Web画面

• 检查Web画面的系统要求。 第4页

• 是否连接了5类或以上的LAN电缆？ 第8页

• 如果用于IP控制的LAN接口的<LINK/ACT> LED熄灭，表示未正确建立与LAN之

间的连接或连接目的地的网络未正常运行。

 → 检查LAN电缆是否接触不良，并检查布线有⽆问题。

第8页

• 电源是否打开？

 →  如果本装置的状态显⽰指⽰灯熄灭或亮起橙⾊，则意味着本装置未打开。
第8页

• 是否在本装置设置了有效的IP地址？ 第20页

• 更改本装置的IP地址后，在Web浏览器的地址栏中输入“http://新IP地址/”。 第12页

• 是否访问了错误的IP地址？

→ 按照以下步骤检查连接情况。

对于Windows：

使⽤Windows命令提⽰，执⾏> ping [摄像机中已设置的IP地址]。本装置返

回的答复指出操作没有问题。

如果未收到答复，请尝试以下操作:

 1  按下<INIT>按钮初始化本装置的⽹络设置。

 2  启动Web设置画⾯，然后再次配置⽹络设置。

对于Mac：

使⽤OS X终端，执⾏> ping -c 10 [摄像机中已设置的IP地址]。本装置返回

的答复指出操作没有问题。

如果未收到答复，请尝试以下操作:

 1  按下<INIT>按钮初始化本装置的⽹络设置。

 2  启动Web设置画⾯，然后再次配置⽹络设置。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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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障表现 原因和修复措施 参考页

无法访问Web画面

• 是否将554设置为HTTP的端口号？

 →  对于可通过本装置使⽤的HTTP端⼝号，请参阅“HTTP port”(→ 第20页)。
第20页

• 是否对其他设备使用了相同的IP地址设置？

[当本装置和电脑连接到相同的⼦⽹时]

设置位于相同⼦⽹的本装置和电脑的IP地址。此外，在Web浏览器中禁⽤“Use 

proxy server”设置。在相同⼦⽹中访问本装置时，建议将本装置的地址设为

[Remove from proxy]地址。

[当本装置和电脑连接到不同的⼦⽹络时]

检查为本装置设置的默认⽹关值是否正确。

第20页

Web设置画面上的设置或

摄像机图像没有更新或显

示不正确

• 启用防毒软件的防火墙的HTTP来源地址发送功能等。 

有关详情，请参阅防毒软件的说明书。
– – –

对于Windows：

•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F5]键请求获取设置。

对于Mac：

• 按下电脑键盘上的[Command]+[R]键请求获取设置。

– – –

• 执行下列步骤删除Internet临时文件。

对于Windows：

1  在Internet Explorer 中，选择[⼯具] - [Internet 选项]。

2  点击[常规]选项卡，然后点击[浏览历史记录]下的[删除]按钮。

3   在[删除浏览的历史记录]画⾯中，选中[Internet临时⽂件]复选框，然后

点击[删除]。

4  点击[确定]按钮。

对于Mac：

1  在Safari中选择[Safari] - [Empty Cache]。

2  在[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empty the cache?]弹出画⾯中点击[Empty]。

– – –

• 如果未在Internet临时文件设置中将[检查存储网页的较新版本]设为[每次访

问网页时]，则Web设置画面中可能不会出现IP地址。

 对于Windows：

 → 执⾏下列步骤。

1  在Internet Explorer 中，选择[⼯具] - [Internet 选项]。

2  点击[常规]选项卡，然后点击[浏览历史记录]下的[设置]按钮。

3   在[Internet临时⽂件和历史记录设置]对话框中，选中[检查存储⽹页

的较新版本]下的[每次访问⽹页时]选项。

4  点击[确定]按钮。

– – –

没有显示图像或图像受到

干扰

• 本装置是否正确连接到其他设备？ 安装说明书

• 如果系统按照选择了要操作的摄像机的同时切换图像的方式进行配置，则是否

选择了正确的本装置？
– – –

• [Format]、[Down CONV.Mode]和[System Frequency]是否设置正确？ 第18页

显示多条彩带（彩条） • 切换到摄像机图像。 第21页

图像色彩出现问题
• 将白平衡设为ATW (自动)。如果即使使用ATW，色彩仍然不正确， 请设置白平

衡调整。
第17页

拍摄细纹或循环图案时，

可以看到闪烁现象或在其

中添加了颜色

• 发生这种现象是因为像素在每个图像传感器上进行系统分布所造成的。当主体

的空间频率和像素间距非常接近时，这种现象会变得明显，因此需要改变镜头

角度，或采取其他类似的行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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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电脑时的注意事项

使⽤电脑时可能会出现下列症状。请遵循相应解决⽅案的说

明操作。

（本节介绍使⽤管理员帐户时执⾏的解决⽅案。）

<注意>

• 下列信息基于Panasonic执⾏的操作确认测试的结果。视如

电脑环境和操作系统更新状态等因素⽽定，症状可能有所不

同。

使用Windows时

解释中的操作步骤和画⾯适⽤于Windows 7和Internet 

Explorer 9.0。

 尝试通过web浏览器进行访问且无法登录时，会出现

弹出窗口

执⾏下⾯的步骤A和B。

A)  在信息栏中，将弹出窗口设为[总是允许]。

1) 在信息栏中单击[用于此站点的选项]。

2) 单击[总是允许]。

B)  注册为可信站点并添加安全设置。

1)  在Internet Explorer中，点击[工具] → [Internet

选项]。

2)  点击[安全]选项卡，然后选择[受信任的站点]。

3) 将[该区域的安全级别]设为[低]。

• 电脑的安全级别会因此设置⽽降低。

4) 点击[站点]。

5)  在[将该网站添加到区域]中输入[http://装置的IP地

址/]，然后点击[添加]。

• 此外，确认[对该区域中的所有站点要求服务器验证

(https:)]复选框已清除。

6) 点击[关闭]。

 在弹出窗口显示不必要的状态栏或滚动条

1)  在Internet Explorer中，点击[工具] → [Internet

选项]。

2) 点击[安全]选项卡，然后选择[Internet]。

3)  点击[自定义级别]。

4)  为[允许脚本初始化的窗口，不受大小或位置限制]选择

[启用]。

5)  点击[确定]。

6) 出现警告窗口时，点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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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浏览器画面显示不正确

在[个性化]的[显⽰]中更改画⾯上显⽰的⽂本的⼤⼩。

1) 右键单击桌面。

2) 点击[个性化]。

3) 点击[显示]。

4)  将画面上显示的文本的大小设为[较小 - 100% (默认)]，

点击[应用]，然后重新启动电脑。

限制

• 当在同⼀电脑上启动两个浏览器实例并彼此交互时，如果将

⿏标指针从前台的Web浏览器画⾯移到后台的Web浏览器画

⾯上，则前台和后头的Web浏览器画⾯可能会交换。

• 从Web浏览器访问本装置时，可能会显⽰不同的窗⼝且可能

会打开其他弹出窗⼝。

 画面布局异常，运行兼容性视图时部分画面没有显

示，或者出现关于无法重新显示画面的弹出式窗口

在[兼容性视图设置]中启⽤[在兼容性视图中显⽰所有⽹站]。

1) 在Internet Explorer中，点击[工具]。

2) 点击[兼容性视图设置]。

3)  选中[在兼容性视图中显示所有网站]复选框，然后点击

[关闭]。

 电脑进入睡眠模式时网络断开连接

如有必要，在退出睡眠模式后重新加载画⾯。

使用Mac时

 输入IP地址并从Safari访问本装置时，Web设置画

面没有以弹出窗口的形式显示

在Safari中，选择[Safari] → [阻⽌弹出式窗⼝]清除复选

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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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

电源要求:  5.0 V DC（使⽤AC适配器时）

        44 - 57 V DC（PoE电源）

电流消耗:  0.86 A（使⽤AC适配器时）

        0.14 A（PoE电源）

显⽰安全信息。

 控制辅助摄像机

图像传感器:

1/2.33英⼨MOS固态图像传感器

（图像传感器的有效⼤⼩：1/4.37英⼨）

总像素：约1530万

有效像素

视频:约391万(16:9)

镜头:

F2.0 (f = 2.15 mm)

相当于35 mm；约18.0 mm (16:9)

视场：95°（⽔平），56°（垂直）[当变焦为1x时]

最⼩焦距：约80 cm

快门速度:

1/60⾄1/12000

白平衡:

ATW、⽇光模式、阴天模式、室内模式1、室内模式2、

AWB A、AWB B

标准照明：

1,400 lx

最低照度:

约20 lx（⾃动模式下为1/60）

视频输出

HDMI:

HDMI接⼝

• 不⽀持HDCP。

• 不⽀持Viera Link。

网络：

10BASE-T/100BASE-TX

RJ-45接⼝

⾃动识别直通/交叉电缆

⽤于维护

用于维护

USB:

迷你B端⼝

尺寸（宽 x 高 x 深）:

183 mm x 65 mm x 225 mm

单位重量：

约0.9 kg（不包括安装⽀架）

允许操作温度

0℃⾄40℃

允许相对湿度

10%⾄80%

 AC适配器

输入： 110 - 240 V AC, 50/60 Hz, 12 W

输出： 5.0 V DC 1.6 A

显⽰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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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ss level  ...................................... 19
Access log  ........................................ 21
AWB  ............................................... 17
AWB Mode  .......................................... 17

B

Back Light COMP.  .................................. 17
⽩平衡  ............................................ 17
Basic  ........................................  15, 16
Brightness  ...................................  14, 18

C

CAM/BAR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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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ma Level  ...................................... 17
Contrast Level  .................................... 17
Control  ......................................  14, 17

D

DC IN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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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卡件  ........................................... 8
电源按钮  ........................................... 8
Digital Zoom  ...................................... 19
DNS  ............................................... 20
Down CONV.Mode  ....................................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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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asy IP Setup Software  ............................. 9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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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esh Tone Mode  ................................... 17
Format  ............................................ 18
附件  ............................................... 6

G

Guideline  ......................................... 21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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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Image  ........................................  15, 16
Image adjust  ...................................... 16
Image Resolution  .................................. 14
Information  ....................................... 21
INIT按钮  ........................................... 8
IP address  ........................................ 20
IR Control  ........................................ 19
IR ID  ............................................. 19

J

镜头  ............................................... 8

K

控制盘及其按钮  ...............................  14, 18

L

LAN接⼝  ............................................ 8
Live  .........................................  13, 15

M

MAC address  ....................................... 21
Maintenance  ..................................  15, 21
microSD卡插槽  ...................................... 8
Model no.  ......................................... 21

N

Network  ......................................  15, 20

O

Operation time  .................................... 21
OSD Status  ........................................ 19
Other  ........................................  19, 21
Output  ............................................ 18

P

Password  .......................................... 19
PinP Display  .................................  14, 18
PinP Position  ................................  14, 18
Power ON  .....................................  13, 15
Preset  .......................................  14, 17
Preset position  ..............................  16, 17
Primary server address  ............................ 20
PTZ Cntrl  ......................................... 10

R

Reset to the default 

(Except the network settings)  ................... 21
Retype password  ................................... 19

S

Secondary server address  .......................... 20
Setup  ........................................  13, 15
摄像机标题显⽰区域  ...........................  14, 15
实时画⾯  .......................................... 13
Standby  ......................................  13, 15
Subnet Mask  ....................................... 20
System  ............................................ 18
System Frequency  .................................. 19

T

Tally Enable  ...................................... 19

U

USB接⼝  ............................................ 8
User auth.  ........................................ 19
User check  ........................................ 19
User mng.  ....................................  15, 19
User name  ......................................... 19

28



W

Web画⾯

操作  .......................................... 13
配置  .......................................... 15
显⽰  .......................................... 12

Web设置画⾯  ....................................... 15

X

选购附件  ........................................... 6

Y

预设存储器  ........................................ 22

Z

主区域  .......................................  13, 15
状态显⽰指⽰灯  ..................................... 8
Zoom  .........................................  13,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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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盟以外其它国家的废物处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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