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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使用帮助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要了解BVMS的详细操作信息，请使用以下任意方法访问“联机帮助”。

要使用“目录”、“索引”或“搜索”：
4 在帮助菜单上，单击显示帮助。使用相应的按钮和链接来浏览。

要获取有关窗口或对话框的帮助信息：

4 在工具栏上单击 。
或
4 按F1键获取任意程序窗口或对话框的帮助信息。

1.1 查找信息
 您可通过几种方法在“帮助”中查找信息。
要在“联机帮助”中查找信息：
1. 在帮助菜单上，单击帮助。
2. 如果未显示左窗格，请单击显示按钮。
3. 在“帮助”窗口中执行下列操作：

单击： 目的：

内容物 显示“联机帮助”的内容目录。单击各章节以显示链接至相关主题的页面，然后单
击每个页面以在右窗格中显示相应的主题。

索引 搜索特定的字词，或从索引关键字列表中进行选择。双击关键字以在右窗格中显
示相应的主题。

搜索 在主题内容中查找字词。在文本字段中输入字词，按ENTER键，然后从主题列表
中选择您需要的主题。

用户界面上的文本采用粗体格式。
4 箭头表示您可以单击带下划线的文本，或单击应用程序中的项目。

相关主题
4 单击以显示您当前使用的应用程序窗口的信息主题。 此主题提供有关应用程序窗口控件的信息。
概念, 页面 12 介绍选定问题的背景信息。

i
注意!
此符号表示有财产损失或数据丢失的隐患。

1.2 打印帮助
使用联机帮助时，您可以随时从浏览器窗口中打印帮助主题和信息。
要打印帮助主题：
1. 右击右窗格，选择打印。

此时会打开打印对话框。
2. 单击打印。
P 主题会在指定的打印机上打印出来。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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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简介
单击链接访问用于BVMS和移动应用程序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http://www.boschsecurity.com/oss/

受一项或多项专利保护，在patentlist.hevcadvance.com列出。
本手册介绍BVMS的基本操作步骤。
有关详细的帮助和分步说明，请阅读用户手册或使用联机帮助。

BVMS

BVMS Export Player
BVMS Export Player 显示导出的录像。

BVMS Viewer
BVMS Viewer是一款IP视频监控应用程序，用于实时查看和回放Bosch联网摄像机和录像机的视频。软
件包包含用于实时查看和回放视频的Operator Client和Configuration Client。BVMS Viewer支持当前
的Bosch IP视频产品组合，以及传统式Bosch视频设备。

单击链接可访问BVMS Viewer所使用的开源软件许可证：
http://www.boschsecurity.com/oss。

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

BVMS Operator Client

1 菜单栏 允许您选择菜单命令。

2 工具栏 显示可用按钮。 指向一个图标可显示工具提示。

3 回放控件 允许您控制即时回放、摄像机序列或报警序列。

4 性能表 显示CPU使用情况。

http://www.boschsecurity.com/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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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区选择器 选择要在大多数与时间相关的字段中显示的时区条目。
仅当逻辑树中至少有一个Management Server或
unmanaged site与您的Operator Client一样位于另一时区
时可用。

6 图像窗格控件 允许您选择所需的图像窗格数以及关闭所有图像窗格。

7 图像窗口 显示图像窗格。 允许您排列这些图像窗格。

8 图像窗格 显示摄像机、地图、图像和文档（HTML文件）。

9

 报警列表窗口

显示系统生成的所有报警。
允许您接受或清除报警，或者通过向维护人员发送电子邮件
等方式启动工作流。
如果与Management Server的连接丢失，则不会显示报警
列表。

10

 云台控制窗口

允许您控制PTZ摄像机。

11

 逻辑树窗口

显示您的用户组有权访问的设备。 允许您选择适当的设备以
将其分配给某一图像窗格。

 收藏夹树窗口

允许您根据需要组织逻辑树的设备。

 书签窗口
允许您管理书签。

 地图窗口

显示站点地图。 允许您拖动地图以显示此地图的特定部分。
如已激活，则针对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每个摄像机，将自动显
示一个地图。 这种情况下，摄像机必须基于地图来配置。

2.1 BVMS版本
不同版本的BVMS可为您提供全面的可扩展性，使您能够按照自身需求扩大您的视频监控系统规模。
提供以下BVMS版本：
– BVMS Professional
– BVMS Enterprise
– BVMS Plus
– BVMS Lite
– BVMS Viewer
BVMS Viewer和BVMS Professional是纯软件产品。 不可在Bosch DIVAR IP设备上使用。
BVMS Lite和BVMS Plus可以在Bosch DIVAR IP设备上使用，或者在各种其他硬件上作为纯软件产品
使用。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
BVMS快速选购指南。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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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概述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如果您计划安装和配置BVMS，请参与有关BVMS的系统培训。
请参阅当前BVMS版本的发行说明，了解支持的固件和硬件版本以及其它重要信息。
查看有关博世工作站和服务器的数据表，了解可安装BVMS的计算机的相关信息。
BVMS软件模块可以选择性地安装在一台PC上。

重要组件

组件 描述

Management Server（可在安装程
序中选择）

流管理、报警管理、优先级管理、管理日志、用户管理和设备状
态管理。 额外的Enterprise System许可证：管理Enterprise
User Groups和Enterprise Accounts。

Config Wizard 轻松快速地设置录像系统。

Configuration Client（可在安装
程序中选择）

Operator Client的系统配置和管理。

Operator Client（可在安装程序中
选择）

实时监控、存储检索和回放、报警和同时访问多台Management
Server计算机。

Video Recording Manager（可在
安装程序中选择）

将iSCSI设备上的存储容量分配给编码器，同时处理多个iSCSI设
备之间的负载平衡。
将iSCSI设备上的回放视频和音频数据流式传输到Operator
Client。

Mobile Video Service（可在安装
程序中选择）

提供转码服务，对BVMS中配置的摄像机的实况视频流与录像视
频流进行转码，以适应可用的网络带宽。 此服务使iPhone或
Web客户端等视频客户端能够接收转码视频流（例如，针对不稳
定的有限带宽网络连接转码的视频流）。

Web客户端 您可以通过Web浏览器访问实况视频和回放视频。

移动应用程序 您可以使用iPhone或iPad上的移动应用程序来访问实况视频和回
放视频。

Bosch Video Streaming
Gateway（可在安装程序中选择）

可集成第三方摄像机（例如，集成到低带宽网络中）。

Cameo SDK（可在安装程序中选
择）

Cameo SDK用于将BVMS实况图像窗格和回放图像窗格嵌入您的
外部第三方应用程序。 图像窗格遵循基于BVMS的用户权限。
Cameo SDK提供了BVMS Operator Client功能子集，让您能够
创建类似Operator Client的应用程序。

Client Enterprise SDK Client Enterprise SDK旨在通过外部应用程序控制和监视
Enterprise System的Operator Client行为。 SDK允许您浏览
可由正在运行的已连接的Operator Client访问的设备，以及控制
一些UI功能。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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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 描述

Client SDK / Server SDK Server SDK用于通过脚本和外部应用程序来控制和监视
Management Server。 您可使用有效的管理员帐户来使用这些
接口。
Client SDK用于通过外部应用程序和脚本（相关服务器配置的一
部分），对Operator Client进行控制和监控。

3.1 硬件要求
参阅 BVMS 的数据表。 此外，还提供了平台 PC 的数据表。

3.2 软件要求
在安装了任何其它BVMS组件的情况下均无法安装Viewer。
请参见BVMS的数据表。

3.3 许可证要求
有关可用的许可证，请参见 BVMS 的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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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概念

i
注意!
BVMS Viewer仅提供基本功能。 BVMS Professional提供高级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速选购指南。

本章介绍选定问题的背景信息。

4.1 BVMS设计理念
单个Management Server系统, 页面 12
单个BVMS Management Server系统提供对多达2000台摄像机/编码器的管理、监控和控制。

Enterprise System, 页面 13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提供对多台Management Servers的同时访问权限。Enterprise
System允许从多个子系统完全访问事件和报警。

Server Lookup, 页面 14
Server Lookup功能可向BVMS Operator Client提供可用的BVMS Management Servers列表。操作
员可以从可用服务器列表中选择服务器。连接到Management Server后，客户端具有对Management
Server的完全访问权限。

Unmanaged site, 页面 15
设备可以分组到unmanaged sites。unmanaged sites下的设备不受Management Server监视。
Management Server为Operator Client提供unmanaged sites的清单。操作员可以根据需要连接到站
点，并获得实况视频数据和录制视频数据的访问权限。事件和报警处理在unmanaged site概念中不可
用。

4.1.1 单个Management Server系统
– 单个BVMS Management Server可以管理多达2000个通道。
– BVMS Management Server可提供对整个系统的管理、监视和控制。
– BVMS Operator Client连接到Management Server，且BVMS Management Server从接收事件

和报警，并显示实况和回放。
– 在大多数情况下，所有设备都位于一个具有高带宽和低延迟的局域网中。
职责：
– 配置数据
– 事件日志（工作日志）
– 操作员档案
– 用户优先级
– 许可
– 事件和报警管理

实况、回放、事件、报警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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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ement Server

Operator Client / Configuration Client

摄像机

VRM

iSCSI

其它设备

4.1.2 Enterprise System
– BVMS Enterprise System的目的是使Operator Client用户能够同时访问多个

Management Servers（子系统）。
– 连接到企业服务器的客户端可以完全访问子系统中的所有摄像机和录像。
– 连接到企业服务器的客户端可完全实时了解所有子系统的事件和报警。
– 典型应用领域：

– 地铁
– 机场

实况、回放、事件、报警

BVMS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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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VMS Operator Client / Configuration Client

BVMS子系统

参阅
– 访问系统, 页面 29

4.1.3 Server Lookup
– BVMS Server Lookup功能允许操作员连接到所提供服务器列表中BVMS Management Server。
– Configuration Client或Operator Client的单个用户可依次连接到多个系统接入点。
– 系统接入点可以是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
– Server Lookup使用专用Management Server承载服务器列表。
– Server Lookup和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功能可以在一台机器

上运行。
– Server Lookup支持您按名称或说明查找系统接入点位置。
– 连接到Management Server后，Operator Client将从BVMS Management Server接收事件和报

警，并显示实况和回放

按需实况、回放、事件、报警 - 已连接

按需实况、回放、事件、报警 - 未连接

Management Server

服务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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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or Client

服务器列表中已连接的BVMS

服务器列表中未连接的BVMS

参阅
– 使用 Server Lookup, 页面 29

4.1.4 Unmanaged site
– BVMS中的系统设计选项，包含大量较小的子系统。
– 它允许在一个BVMS Management Server中配置多达9999个位置
– 操作员可以同时从多达20个sites访问实况和录制的视频数据。
– 为方便导航，sites可以分组到文件夹中，也可以放置在地图上。预定义的用户名和密码允许操作员

快速连接到site。
unmanaged site概念支持基于IP的BVMS系统以及模拟DVR解决方案：
– Bosch DIVAR AN 3000/5000模拟录像机
– DIVAR hybrid录像机
– DIVAR network录像机
– DIP 3000/7000装置基于IP的录像
– 单个BVMS Management Server系统

添加用于中央监控的site只需每个site的许可证，并且与site中的通道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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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况、回放、事件、报警

按需实况播放和回放视频流量

Management Server

Operator Client / Configuration Client

site

DVR

4.2 录像
本章阐述系统的各种录像和回放相关功能。

4.2.1 自动网络补偿(ANR)

i
注意!
BVMS Viewer仅提供基本功能。 BVMS Professional提供高级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
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速选购指南。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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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用途
当网络或中央存储发生故障时，ANR 功能可确保编码器在故障修复后将缺失的时间段的本地缓冲录像传
输到中央存储。
下图显示了网络或存储故障修复后的视频数据传输。

1 视频

2 编码器、IP网络

3 SD卡（环形缓冲区）

4 iSCSI目标（中央存储）

示例：修复网络故障
如果网络意外发生故障，则ANR功能会在网络再次可用时将本地缓冲录像传输到中央存储中。

示例：在网络不可用时存储视频数据
地铁在行进过程中与中央存储之间无网络连接。只有在地铁停站期间，才能将缓冲录像传输到中央存
储。
请确保传输缓冲录像所需的时间段不长于停站的时间段。

示例：报警录像的ANR
警前预录存储在本地。仅在发生报警时，此警前预录才会传输到中央存储。如果未发生报警，过时的报
警前录像将不会传输到中央存储，因此不会给网络造成负担。

限制

i
注意!
在编码器上设置“user”和“live”的密码后，您无法在本地存储媒体上使用回放。如有必要，可以删除密
码。

ANR功能仅适用于VRM录像。
ANR功能对已为其配置实况显示的安全连接的编码器不起作用。
您必须已将编码器的存储媒体配置为使用ANR功能。
您为其配置ANR功能的编码器的固件版本必须为5.90或更高版本。并非所有编码器类型都支持ANR功
能。
无法将 ANR 功能用于双重录像。
必须正确配置您的 iSCSI 存储系统。
下表包含了可能导致您无法配置 ANR 功能的原因：
– 编码器无法访问（IP 地址错误，网络故障等）。
– 编码器的存储媒体不可用或为只读。
– 固件版本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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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码器类型不支持ANR功能。
– 双重录像处于活动状态。

4.2.2 存储相关事件概述
本章介绍了不同的存储相关事件。

缓冲区存储状态
当网络或中央存储发生故障时，ANR 功能可确保编码器在故障修复后将缺失的时间段的本地缓冲录像传
输到中央存储。
缓冲区存储状态有：
– 存储状态未知
– 存储状态正常
– 存储状态关键缓冲区填充级别
– 存储状态故障

缓冲存储溢出
该事件表明存储缓冲区已满，录像将不会再传输到中央存储。

存储状态 / 辅助存储状态
存储状态表示摄像机与中央存储之间的连接状态。 如果摄像机与中央存储的连接丢失，就会触发存储状
态故障事件。 如果连接只断开了很短的时间，则发生该事件不一定会丢失视频数据。
存储状态有：
– 存储状态未知
– 存储状态正常
– 存储状态故障

录像监控状态 / 辅助录像监控状态
该事件表示正在监控录像情况。 只要摄像机能够在RAM中缓冲录像，就不会触发报警。 只有在最后两
分钟内，视频数据无法再在RAM中缓冲并丢失时，才会触发录像监控状态录像丢失事件。 该事件也表示
视频数据丢失的时间段。
录像监控状态有：
– 录像监控状态未知
– 录像监控状态正常
– 录像监控状态录像丢失

参阅
– 自动网络补偿(ANR), 页面 16

4.3 报警处理
报警可以单独进行配置，以便由一个或多个用户组处理。如果一个用户组被配置为接收某一报警，则当
该报警发生时，它会出现在该用户组中所有用户的报警列表内。当这些用户的其中一位处理该报警后，
它会从所有其他用户的报警列表中消失。
报警会显示在工作站的报警监视器上。此操作将在随后几节中加以介绍。

报警工作流
1. 系统中发生报警。
2. 报警通知出现在配置为处理此报警的所有用户的报警列表中。报警视频会立即出现在配置的监视器

上。如果它是自动显示的报警（自动弹出），则报警视频也会自动出现在Operator Client工作站
的报警监视器上。
如果报警被配置作自动清除报警，则在过了自动清除时间（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后，
报警将从报警列表中清除。
在监视器上，任何来自VIP XD的四画面视图都会暂时被全屏显示替换。

3. 其中一位用户接受该报警。报警视频会显示在此用户的工作站上（如果尚未通过“自动弹出”功能显
示出来）。该报警从所有其它报警列表和报警视频显示屏中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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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接受该报警的用户启动报警工作流，其中包括读取操作计划和输入注释。此步骤为可选项 - 工作流
要求可由管理员配置。

5. 最后，用户清除该报警。这样即将报警从报警列表和报警显示器中移除。
在监视器组上，监视器会返回至报警出现前所显示的摄像机。

报警图像窗口
1. 要显示报警视频，将用报警图像窗口取代被配置用于报警显示的监视器上的实况或回放图像窗口。
2. 每个报警将获取一行图像窗格，且可与最多5个图像窗格关联。这些图像窗格可以显示实况视频、

回放视频或地图。
在监视器组中，每个报警都可以调用一行监视器上的摄像机。该行的摄像机数受限于监视器组中的
列数。该行中并未用于报警视频的监视器可以配置成继续保留当前显示内容，或显示空白屏幕。

3. 在监视器行和Operator Client工作站显示报警行中，优先级较高的报警会显示在优先级较低的报
警上方。

4. 如果报警图像窗口已由报警图像行完全充满，且仍必须显示另一报警，则优先级最低的报警会“堆
积”在报警图像窗口的最底行。您可以使用报警行左侧的控件来浏览这些堆积的报警。
您可以使用Operator Client工作站显示屏上监视器窗口中的控制按钮来浏览监视器组上的报警
库。存在报警的监视器由带闪烁“LED指示灯”的红色图标指示。
报警标题、时间和日期可选择性地显示在所有监视器上，或仅显示在报警行的第一个监视器上。

5. 对于优先级相同的报警，管理员可以配置次序行为：
– 后进先出(LIFO)模式：在此配置中，将新报警插入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旧报警上方。
– 先进先出(FIFO)模式：在此配置中，将新报警插入具有相同优先级的旧报警下方。

6. 报警图像行可按下列方法之一显示在报警图像窗口中：
– 生成报警时（自动弹出）。这发生在报警优先级高于显示优先级时。
– 当报警被接受时。这发生在报警优先级低于显示优先级时。

自动弹出报警
 报警经配置后，可按优先级自动显示在报警图像窗口中（弹出）。 此外，还可为每个用户组的实况和
回放显示屏分配优先级。 当用来接受报警的优先级高于用户显示屏的优先级时，报警会自动在报警图像
窗口中显示其报警行。 如果报警图像窗口当前未显示，则它会自动替代已启用报警显示功能的监视器上
的实况图像或回放图像窗口。
虽然自动弹出式报警会显示在报警图像窗口中，但它们不能被自动接受。 它们可以同时显示在多个用户
的显示屏上。 当用户接受自动弹出式报警时，则该报警会从所有其他用户的报警列表和报警显示屏上删
除。

关闭时的报警处理
在服务器关闭时，将保留所有活动报警。当系统重新启动时，报警会恢复并重新出现在报警列表窗口
中。
报警如处于已接受或工作流状态，在系统重新启动时会自动恢复为活动状态。为工作流状态中的报警输
入的注释将被保留。

i
注意!
报警数据每分钟自动保存一次，因此最大数据损失只是一分钟内积累的数据。

参阅
– 报警显示, 页面 107
– 处理事件和报警, 页面 85

4.4 非活动注销
预期用途
非活动注销的预期用途是当操作员或管理员不在时保护Operator Client或Configuration Client。



20 zh-CHS | 概念 BVMS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操作手册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您可按用户组进行配置，使得Operator Client在指定的非活动时段后自动注销。
对于Configuration Client，无可用的用户组。非活动注销设置仅对admin用户有效。
使用键盘、鼠标和CCTV键盘执行的所有操作均会影响指定时间段的非活动注销。Operator Client的自
动活动不会对该时间段造成影响。包括固件上载或iSCSI设置在内的Configuration Client自动活动会阻
止非活动注销。
您也可为BVMSWeb客户端配置非活动注销。
在即将进行非活动注销前，将显示一个对话框，提醒用户主动阻止非活动注销。
日志会记录已发生的非活动注销。

示例
如果工作站位于公共区域，则非活动注销将最大限度地降低未经授权人员访问无人照看的工作站
Operator Client的风险。
管理员组的成员应在非活动期后自动注销，而技术员（操作员组）可能只是观看视频，而不会操作系统
且不希望非活动注销。

限制
Client SDK 活动不支持非活动注销，这意味着 Client SDK 的活动不会影响指定的时间段。

4.5 不指定版本的Operator Client
要使用兼容模式，Operator Client和Management Server的版本都必须高于5.5。
Operator Client的用户可成功登录到正在运行早期软件版本的Management Server。
如果服务器提供的配置比Operator Client工作站上的可用配置要新，则该配置将被自动复制到
Operator Client工作站。用户可以决定是否下载新配置。
Operator Client提供减少的功能集，并且已连接至此Management Server。
以下Management Server相关功能在登录早期版本的Management Server后方可使用：
– 用户首选项
– 开始手动录像
– 显示设备状态
– 切换继电器状态
– 搜索日志

无法搜索事件。
– Server Lookup
– 远程导出

4.5.1 在兼容模式下工作
此功能仅在5.5以上的版本中提供。
BVMS Operator Client通过视觉和文本反馈为您提供状态显示。
Operator Client可能存在以下状态：

–
Operator Client已连接至Management Server。

–
Operator Client未连接至Management Server。原因之一可能是Management Server与网络的
物理连接已断开。

–
仅在与Management Server重新建立连接后，才会显示该状态。所有受影响的功能均可恢复，但
由于系统中有较新的配置可用，因此Operator Client的配置已过时。需重新登录以便更新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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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Management Server的BVMS版本早于Operator Client工作站的版本时，将显示此状态图标。

4.6 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本章介绍了BVMS中提供的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提供以下查看模式：
– 圆周布局视图
– 全景视图
– 裁剪视图
全景和裁剪视图模式通过BVMS中的扭曲校正过程创建。不使用前端扭曲校正。
管理员必须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全景摄像机的安装位置。
您可根据需要调整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的大小。图像窗格比率不局限于4:3或16:9纵横比。

参阅
– 显示全景摄像机, 页面 32
– 切换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页面 33
– 排列图像窗格并调整其大小, 页面 35

4.6.1 360度全景摄像机 - 适合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上
下图显示了适合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上的360度全景摄像机的扭曲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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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整圆形图像 3 扭曲校正

2 剪切线（操作员可在未放大时更改其位
置）

4 全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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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 180度全景摄像机 - 适合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上
下图显示了适合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上的180度全景摄像机的扭曲校正。

1 整圆形图像 3 扭曲校正

2 剪切线（操作员可在未放大时更改其位
置）

4 全景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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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3 360度全景摄像机 - 适合安装在墙壁上
下图显示了适合安装在墙壁上的360度全景摄像机的扭曲校正。

1 整圆形图像 3 全景视图

2 扭曲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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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4 180度全景摄像机 - 适合安装在墙壁上
下图显示了适合安装在墙壁上的180度全景摄像机的扭曲校正。

1 整圆形图像 3 全景视图

2 扭曲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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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全景摄像机的裁剪视图
以下示例图显示了适合安装在地板或天花板上的360度全景摄像机的裁剪视图。
固定用于裁剪的直线区域。您可使用可用的PTZ控件来更改已裁剪的图像窗格中的直线区域。

1 整圆形图像 4 全景视图

2 剪切线（操作员可在未放大时更改其位
置）

5 正在裁剪

3 扭曲校正 6 已裁剪的图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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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SSH数据通道
BVMS可利用安全外壳(SSH)数据通道提供远程连接。
SSH数据通道可以构建通过SSH协议/套接字连接建立的加密通道。该加密通道可以传输加密和未加密的
流量。博世SSH还可以使用Omni-Path协议实现，这是由Intel开发的高性能低延迟通信协议。

技术现状和限制
– SSH数据通道使用5322端口。此端口不可修改。
– SSH服务必须与BVMS Management Server安装在同一个服务器上。
– (Enterprise)用户帐户必须配置密码。没有密码的(Enterprise)用户帐户无法使用SSH连接登录。
– 本地存储摄像机不支持SSH连接。
– Configuration Client无法通过SSH进行远程连接。Configuration Client连接必须通过端口映射

实现。
– Operator Client每隔15秒钟检查一次与SSH服务的连接情况。如果连接中断，则Operator Client

每隔一分钟重置一次连接。

端口映射
4 可为BVMS Management Server配置一个端口转发，以利用5322端口进行内部和外部连接。

这是您需要为整个系统制作的唯一一个端口映射条目。
BVMS端口映射非强制要求。

加密通信
在通过SSH通道建立连接后，BVMS Management Server与客户端之间的所有通信都会进行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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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使用入门
本章介绍BVMS的使用入门信息。

5.1 启动 Operator Client
注：
– 在使用系统之前，请激活您购买的许可证。 《配置手册》或《配置客户端联机帮助》介绍了如何

激活许可证。
– 为了确保 BVMS 使用您所需要的语言进行显示，请在您的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这种语

言。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联机帮助。
如果Management Server上正在运行BVMS的较新版本，那么在您登录时该版本会通过非接触部署功能
自动安装。

启动Operator Client：
1.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 > BVMS > Operator Client。

此时会显示登录对话框。
2. 在用户名：字段中键入您的用户名。
3. 在密码：字段中键入您的密码。

注：在首次启动应用程序时，请键入Admin作为用户名，不需要密码。
要同时访问多台Management Server计算机，请键入Enterprise User Group成员的用户名。

4. 在连接：列表中，选择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的IP地址或DNS
名称。
注：如果您使用的是SSH连接，请选择<新建...>并以下列格式输入地址：“ssh://IP”或“服务器名
称:5322”。
要使用SSH连接，用户帐户必须配置密码（参见SSH数据通道, 页面 27）。

5. 单击确定。
如果您的用户组已配置双重授权，则会显示下一个登录对话框。
已配置的第二用户组的用户输入所需信息。
应用程序启动。
如果双重授权为可选项，则只需再次单击第二个登录对话框上的确定。不过，您之后仅拥有您用户
组的用户权限，而不拥有您双重授权组的用户权限，后者权限可能更高。

要使用单点登录启动Operator Client：

i
注意!
要使用单点登录启动Operator Client，用户必须关联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的LDAP用户组。
如果用户使用单点登录连接到Operator Client，则不支持SSH连接和双重授权。

1. 从开始菜单中，选择程序 > BVMS > Operator Client。
此时会显示登录对话框。

2. 选择使用 Windows 会话凭证复选框。
3. 在连接：列表中，选择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的IP地址或DNS

名称。
4. 单击确定。

要退出Operator Client：
1. 在系统菜单上，单击退出。

应用程序退出。
如果您作为无权退出应用程序的用户登录了Operator Client，则会显示输入注销密码对话框。

2. 请具有相应用户权限的用户输入其用户名和密码，确认此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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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SSH数据通道, 页面 27

5.2 使用命令行参数启动Operator Client
BVMS Operator Client使用参数化的启动方式来提供自动登录功能。 因此，请新建一个
OperatorClient.exe的快捷方式，然后调整该快捷方式的目标。
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之间的文本。
*BVMS installation directory*\bin\OperatorClient.exe" /user="*username*" /
password="*password*" /connection="*ip address*"
示例：
C:\Program Files\BOSCH\VMS\bin\OperatorClient.exe" /user="Admin" /
password="password123" /connection="192.168.20.120"
连接参数适用于BVMS 9.0及更新版本。 用户名和密码参数适用于BVMS 5.0以上版本。

i
注意!
用户名和密码以明文形式存储在快捷方式的目标中。 这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5.3 接受新配置
当系统管理员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内激活新配置时，每个 Operator Client 会自动立即重新启动，
或工作站用户会被告知此项新配置，以便随后接受它。 系统管理员可通过配置来指定这两种情况哪一个
发生。
如果系统管理员激活新配置，但未强制每个 Operator Client 工作站接受新配置，则所有
Operator Client 工作站上将显示对话框。 用户可以拒绝或接受新配置。 在用户未作出响应时，该对话
框将在数秒钟后关闭。 在这种情况下，新配置即被拒绝。 如果在新配置下，一个设备（例如摄像机）
从系统中移除，则倘若您拒绝了该新配置，则此设备的某些功能将不可用。
当用户处于登录状态时，如果您更改此用户的密码或删除此用户，则在密码更改或删除后，此用户可能
仍继续使用 Operator Client。 在密码更改或删除后，如果与 Management Server 的连接中断（例
如，在激活配置后），则用户在未在 Operator Client 注销/登录的情况下，将无法再次自动重新连接到
Management Server。

要接受新配置：
4 先注销，然后重新登录。 

现在将会使用新配置。

5.4 访问系统
执行以下步骤来访问系统：
1. 执行以下其中一个步骤来选择所需系统的网址：

– 单击预选的列表条目。
– 手动输入网址。
– 使用Server Lookup来选择网址。

2. 登录到所需的系统：
– 单服务器系统
– Enterprise System

5.5 使用 Server Lookup
– BVMS Server Lookup功能允许操作员连接到所提供服务器列表中BVMS Management Server。
– Configuration Client或Operator Client的单个用户可依次连接到多个系统接入点。
– 系统接入点可以是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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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rver Lookup使用专用Management Server承载服务器列表。
– Server Lookup和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功能可以在一台机器

上运行。
– Server Lookup支持您按名称或说明查找系统接入点位置。
– 连接到Management Server后，Operator Client将从BVMS Management Server接收事件和报

警，并显示实况和回放

要进行访问：
1. 启动Operator Client或Configuration Client。

此时会显示登录对话框。
2. 在连接：列表中，为Configuration Client选择<地址簿...>，或者为Operator Client选择<地址

簿...>。
如果已经为服务器配置了私有IP地址和公共IP地址，则会指示此情况。
如果您是首次选择<地址簿...>或<地址簿...>，此时会显示Server Lookup对话框。

3. 在(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 地址：字段中，键入所需服务器的有效网络地址。
4. 输入有效的用户名和密码。
5. 如果需要，请单击记住设置。
6. 单击确定。

此时会显示Server Lookup对话框。
7. 选择所需的服务器。
8. 单击确定。
9. 如果所选服务器具有专用网络地址和公共网络地址，则屏幕将显示信息框，询问您是否在使用位于

所选服务器的专用网络中的计算机。 
服务器名已添加到登录对话框中的连接：列表内。

10. 在连接：列表中选择此服务器，然后单击确定。
如果您已选中记住设置复选框，当您再次想要访问此服务器时，则可以直接选择此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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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显示摄像机图像
 本章介绍如何显示摄像机图像。
可为您的用户组禁用本章介绍的某些功能。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6.1 选择时区
主窗口

i
注意!
确保根据计算机所在的每个时区正确设置您的系统的所有计算机上的时间。

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和所有已连接的设备（包括编码器、解码器、VRM服务器计算
机和DVR设备）必须在同一时区。Operator Client计算机（包括Client SDK和Cameo SDK）和
Configuration Client计算机可以与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处于不同时区。
如果您的Operator Client与一台或多台已连接的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处于不同的
时区，您可以选择以下时间显示之一：
– 您的本地时间
– UTC
– 已连接到的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的时区
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实况和回放）会一直显示相应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的时
间。
在逻辑树中，对于未共享当前在Operator Client中选择的时区的每个服务器或unmanaged site，设备

图标上将显示 ：

您可以选择服务器或unmanaged site的时区，以便在Operator Client中显示此时区。

要选择时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服务器图标以选择此服务器的时区。
2. 在时区选择器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条目。

– Operator Client时间: Operator Client
– UTC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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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C–x：每个可用Management Server的时区
基于选定时区的时间会显示在菜单栏中：

参阅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6.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摄像机
主窗口
要为图像窗格分配摄像机图像：
4 将摄像机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

选定摄像机图像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或：
1. 选择一个图像窗格。
2. 在逻辑树窗口中，双击摄像机。

选定摄像机图像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3. 对要显示的每个摄像机重复以上步骤。

此外，您还可以将地图和文档拖动到图像窗格。
或：
4 在逻辑树中，右击摄像机，然后单击在下一个可用的图像窗格中。

这将显示摄像机。

要在图像窗格中移动摄像机：
4 拖动摄像机到另一个图像窗格。

要进行数字式放大：
4 正向或反向转动滚动轮按钮可进行缩放。

参阅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3 显示全景摄像机
主窗口
您可显示全景摄像机。当全景摄像机显示在图像窗格中时，将自动对原始的整圈图像进行扭曲校正。
您可在实况模式和回放模式中显示全景摄像机和使用PTZ。
您可选择将显示在另一个图像窗格中的全景图像相关点。此图像窗格显示已裁剪的图像。在实况和回放
模式下可在裁剪的图像中裁剪和使用PTZ。
可使用图像窗口灵活调整显示全景摄像机或任何其他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的大小。

要显示全景摄像机：

1. 将带有  图标的摄像机拖动到图像窗格。
该摄像机图像将在全景视图中显示。

2. 使用图像窗格中的可用控制组件来浏览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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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显示已裁剪图像：
1. 在全景视图中显示全景摄像机。
2. 按住Ctrl键。

鼠标指针将相应地更改。
3. 单击并按住相关点。
4. 将选定点拖放到另一个图像窗格中。释放Ctrl键。

显示围绕选定点的全景视图的区域。
您可使用相同过程从该已裁剪图像中创建另一个裁剪的图像。建议同时显示最多10个裁剪的图像窗
格。

5. 使用图像窗格中的可用控制组件来浏览图像。

参阅
– 切换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页面 33
– 排列图像窗格并调整其大小, 页面 35
– 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页面 21

6.4 切换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对于此用户，必须在逻辑树中配置全景摄像机。

您可以切换在图像窗格中显示的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提供以下模式：
–  圆形视图
–  全景视图（初始视图）
–  裁剪视图
切换：
4 在显示全景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的标题栏中，单击切换全景模式图标，然后选择所需的条目。
当关闭并再次打开此摄像机的图像窗格时，会显示全景视图模式。

参阅
– 显示全景摄像机, 页面 32
– 全景摄像机的查看模式, 页面 21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5 显示双重热成像/光学摄像机
在Operator Client中，您可以单独或同时显示双重摄像机的热成像模式和光学模式。

要显示所需的摄像机查看模式：
4 将摄像机拖入图像窗格，

或
选择图像窗格并在逻辑树窗口中双击所需的摄像机。
选定的摄像机图像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查看模式显示在图像窗格的标题栏中：

–  光学

–  热学

要切换摄像机查看模式：
4 在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的标题栏中，选择所需的查看模式。

要同时显示摄像机的热成像模式和光学模式：
1. 选择要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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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按CTRL键，并将摄像机图像拖放到另一个图像窗格。
摄像机的第二个查看模式显示在新的图像窗格中。

6.6 显示多个 Management Server 的摄像机
主窗口 > Enterprise 逻辑树
作为Enterprise User Group的一个用户登录。
在Enterprise逻辑树中，展开所需Management Server的项目。您可使用为此Management Server配
置的设备。

6.7 在逻辑树中查找项目
主窗口
要在逻辑树中查找项目：
1. 右击逻辑树的根节点或子节点，然后单击树搜索

或：
在逻辑树窗口中按Ctrl + F。

此时会显示搜索框 。
2. 键入代表项目显示名称的搜索字符串。

搜索在键入时立即触发，并且第一个与搜索字符串相匹配的项目会标记出来。如果您想在图像窗格
中显示项目，则双击该项目。
如果未找到搜索字符串，则搜索框的背景色会发生更改。

3. 单击  或  可以标记上一个或下一个匹配的项目。
4. 单击  关闭搜索框。

参阅
– 搜索框, 页面 122

6.8 更改图像窗格行数
主窗口
您可以更改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行数。

要显示较少的图像窗格行：
4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显示更少的图像窗格行

或

向左移动更改图像窗格行数滑块
或

单击
或
按F7。

要显示更多图像窗格行：
4 在工具菜单上，单击显示更多的图像窗格行

或

向右移动更改图像窗格行数滑块
或

单击
或
按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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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注意!
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最大行数在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

如果您已达到此数字，显示更多的图像窗格行菜单命令和 按钮将被禁用。

如果图像窗格最大行数设置为1，则不显示更改图像窗格行数滑块 。

i
注意!
此限制不影响BVMS Export Player。

6.9 排列图像窗格并调整其大小
主窗口
要排列图像窗格：
1. 从逻辑树窗口中拖动一个项目到图像窗格。重复此步骤，直至显示所有必要的摄像机。

如果一个对象显示在目标图像窗格中，则表示该对象已替换。
2. 如果必要，将摄像机从一个图像窗格拖动到其它窗格。
要调整图像窗格的大小：
1. 指向图像窗格的边框或角部。指针将变为双箭头。

您可以沿对角线、垂直或水平方面调整大小。
生成的图像窗格大小受限于所选图像窗格模式的网格。
图像窗格比率不局限于4:3或16:9纵横比。

2. 拖动可调整图像窗格的大小。

参阅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6.10 显示报警图像窗口
主窗口
如果报警列表中至少存在一个报警，则您可以从图像窗口切换到报警图像窗口。

i
注意!
报警图像窗格中显示的站点地图进行了显示优化，仅包含原始地图文件的初始视图。

要显示报警图像窗口：

4 在图像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报警图像窗口。

要再次显示图像窗口：

4 在图像窗口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回放模式或实况模式，具体取决于先前显示的模式。

参阅
– 报警显示, 页面 107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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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启动手动录像
      主窗口
您可以手动为每一摄像机启动录像。此情况下，会使用报警录像模式的品质等级。报警录像的持续时间
可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设置。
如果选定的摄像机已在录像中，则其录像品质等级会更改为报警录像模式。在使用VRM录像时，报警录
像没有受到保护。
要开始录像：
1. 选择要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

2. 单击 。
录像开始。

仅限 VRM 录像：您无法手动停止录像。在配置的报警录像时间结束后录像会停止。在此摄像机的时间
链中，如果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了报警前录像，报警前录像显示为报警录像。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6.12 启动预配置的摄像机序列
主窗口
利用摄像机序列，可以逐一显示一组摄像机。 预配置的摄像机序列可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进行配
置，并显示在逻辑树中。
序列被配置为在Operator Client中或监视器组中使用多个图像窗格。 如果没有足够的图像窗格或监视
器窗格显示整个序列，则仅显示适合图像窗口的窗格。 系统不会显示剩余的窗格，而会显示一条相应消
息。
在以下情况下，将不显示序列：
– 视频丢失
– 摄像机连接中断
– 没有显示摄像机的权限
– 未配置摄像机

i

注意!
当更改和激活配置时，摄像机序列（预配置或自动）通常在Operator Client重新启动后会继续下去。
但在下列情况下，序列不会继续：
已配置显示序列的监视器被删除。
已配置显示序列的监视器模式（单屏/四画面视图）发生改变。
已更改用于显示视频序列的监视器的逻辑数量。

要启动和控制摄像机序列：

1. 将所需的序列 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或监视器组。 

当在图像窗格中运行时，显示的序列由 符号指示。
2. 当在图像窗格中运行时：单击图像窗口工具栏中的回放控制图标来控制序列。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13 启动自动摄像机序列
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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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用摄像机序列，可以逐一显示一组摄像机。
您可以在选项对话框中为这些序列配置停留时间（其它菜单，选项...命令）。
在以下情况下，将不显示序列：
– 视频丢失
– 摄像机连接中断
– 没有显示摄像机的权限
– 未配置摄像机

i

注意!
当更改和激活配置时，摄像机序列（预配置或自动）通常在Operator Client重新启动后会继续下去。
但在下列情况下，序列不会继续：
已配置显示序列的监视器被删除。
已配置显示序列的监视器模式（单屏/四画面视图）发生改变。
已更改用于显示视频序列的监视器的逻辑数量。

要启动摄像机序列：
1. 选择一个您要在其中播放摄像机序列的图像窗格。
2. 右击逻辑树中的文件夹，然后单击在选定图像窗格中显示为序列。

选定文件夹中的摄像机将逐一显示在选定的图像窗格中。 表示序列正在运行。
要暂停摄像机序列：

4 在图像窗口工具栏中，单击 。

序列会停止播放，如 所指示。
要跳至摄像机序列的上一步/下一步：

4 在图像窗口工具栏中，单击 或 。
序列会跳至上一步或下一步。

参阅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6.14 使用单通道音频模式
主窗口
如果您只想收听分配给摄像机的一个音频源，则可使用单通道音频模式。此时，您无法为其它摄像机激
活音频。
要激活/取消激活多声道音频模式：
1. 在其它菜单上，单击选项...。
2. 选择回放选定图像窗格的音频复选框。

参阅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6.15 使用多通道音频模式
 主窗口
如果您想同时收听多个不同的音频源，则可使用多通道音频模式。您可以在每个摄像机的图像窗格中激
活分配给摄像机的多个不同音频源。
要激活/取消激活多声道音频模式：
1. 在其它菜单上，单击选项...。
2. 选择多通道音频回放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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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6.16 使用数字变焦
主窗口
每个图像窗格都有数字变焦功能。数字变焦具有11个等级：1x、1.35x、1.8x、2.5x、3.3x、4.5x、
6x、8.2x、11x、14.9x、20.1x。
保存收藏夹视图时，数字变焦和图像片段的当前设置也将保存。

单击 时，数字变焦和图像片段的当前设置用于即时回放。
重新启动Operator Client时，数字变焦和图像片段的当前设置将保留。
要使用数字变焦：
1. 正向或反向转动滚动轮按钮可进行缩放。

表示使用了数字变焦。
2. 拖动图像浏览至所需的图像片段。
3. 右击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原始尺寸返回到原来的尺寸。

消失。

注：
此外，也可使用云台控制窗口中的控件进行数字变焦。 对PTZ摄像机旋转滚轮按钮时，将使用光学变
焦。

参阅
– 使用PTZ摄像机的窗内控制, 页面 48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 云台控制 窗口, 页面 123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17 保存单个图像窗格
主窗口
要保存单个图像窗格：
1. 选择一个图像窗格。

2. 单击 。
此时会显示一个用于保存图像文件的对话框。

3. 选择所需目录，输入一个文件名，然后选择所需文件类型。 可以选择JPG和BMP。
4. 单击确定。

图像窗格即被保存。 该文件包含有关摄像机、地图或地图视窗的其他信息。
如果您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屏幕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且以此摄像机的
Management Server的名称作为前缀。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18 打印单个图像窗格
主窗口
要打印单个图像窗格：
1. 选择一个图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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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单击 。
此时会显示一个用于选择打印机的对话框。

3. 单击确定。
图像窗格即被打印。 打印输出包含有关摄像机、地图或地图视窗的其他信息。
如果您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屏幕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且以此摄像机的
Management Server的名称作为前缀。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19 切换到全屏模式
主窗口
全屏模式会隐藏多个控件组件，例如，菜单命令或报警列表（如果没有报警监视器被切换到全屏模
式）。要访问这些控制组件，请退出全屏模式。
要以全屏模式显示整个图像窗口：

4 在图像窗口工具栏上，单击 。
图像窗口即会以全屏模式显示。

要退出全屏模式：

4 单击 。
要最大化选定的图像窗格：
4 右击图像窗格，然后单击最大化。

选定的图像窗格会使用整个图像窗口进行显示。

参阅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6.20 显示或隐藏图像窗格栏
主窗口
要显示/隐藏工具栏：

4 单击  可显示选定图像窗格的工具栏。

单击  可隐藏选定图像窗格的工具栏。

参阅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6.21 显示摄像机信息
主窗口
要显示信息：
4 右键单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 属性。

此时会显示一个包含摄像机属性的对话框。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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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启用视频内容分析(VCA)
主窗口
要启用：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启用视频内容分析。

此时会显示VCA覆盖文字。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或在关闭该摄像机并
在图像窗格中再次显示该摄像机后，此设置将保留。

要禁用：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禁用视频内容分析。

此时VCA覆盖文字消失。

6.23 显示视频内容分析(VCA)规则
主窗口

要显示VCA规则：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显示内容分析规则。

此时会显示VCA规则。
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或在关闭该摄像机并在图像窗格中再次显示该摄
像机后，此设置将不复存在。

要隐藏VCA规则：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隐藏内容分析规则。

此时VCA规则消失。

6.24 启动即时回放

主窗口 > 
 您可以在实况模式下查看图像窗格中的摄像机录像。
如果进行配置，则您可更改录像来源。
数字变焦和图像片段的当前设置用于即时回放。
即时回放的开始时间（延迟秒数或倒退时间）在选项对话框中进行配置（其它菜单，选项...命令）。
要启动即时回放：
1. 选择所需的图像窗格。

2. 单击 。
录像将会播放。

3. 如果可用，请切换至所需的录像来源。
注：切换录像来源后，倒退时间可能会偏离配置的值。

4 要恢复实况图像，请单击 。
注：可在多个图像窗格中同时执行即时回放，甚至是即时回放同一个摄像机的图像。
即时回放的倒退时间在“控制”选项卡, 页面 117中进行配置。

要启动/停止循环回放：
4 单击 。

在实况图像窗格中循环即时回放的持续时间是从您单击  算起的向后倒退时间加上向前倒退时间。

参阅
– “控制”选项卡, 页面 117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切换录制来源, 页面 83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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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为监视器分配摄像机

主窗口 >  > 
您可以为解码器分配IP设备。 这样就可以在监视器上显示视频信号并在扬声器上播放音频信号（如果已
连接到解码器）。 Bosch Allegiant摄像机不能通过这种方式进行分配。

要为监视器分配摄像机图像：

4 将摄像机从 窗口拖到图像窗格中所需的监视器。

6.26 使用音频模式
主窗口
您可以为选定的摄像机激活音频（如果适用）。
要同时收听多个摄像机的音频信号，则需激活多通道音频模式。
您可在选项对话框中切换音频模式（其它菜单，选项...命令）。
要激活/取消激活音频：
1. 选择一个图像窗格。

2. 单击  以取消激活音频，或单击  以激活音频。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6.27 使用内部对讲功能

主窗口 > 
仅在激活“实况模式”时，才可以使用内部对讲功能。
确保在声卡上激活话筒且音量不为 0。 您可以在工作站计算机的控制面板中执行此项任务。 另外，确保
在声卡的录音控制中仅选择话筒，而不要选择立体声混合。 对于 Windows 7：除您执行内部对讲功能
所需的设备外，禁用其它所有输入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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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屏幕抓图给出了一个示例：

如果您在首次启动 Operator Client 后将设置从“立体声混合”更改为“话筒”，则下次启动
Operator Client 时，将会更改此设置。
我们建议使用耳机，而不要使用话筒-扬声器组合，以免产生声学反馈。
内部对讲功能仅可以与具有音频输入和音频输出的编码器一起使用。 确保编码器话筒和扬声器的音量设
置不为 0。 您可以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执行此项任务。
要在工作站上使用内部对讲功能，您的用户组必须得到使用授权。 您可以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
执行此项任务。
在选项对话框中，您可以配置半双工或全双工模式。

要使用内部对讲功能：
1. 选择带有音频编码器的图像窗格。

2. 单击  并按住鼠标按钮。如果此图像窗格的音频已经关闭，则会自动打开。

图标会更改成 。
现在您即可开始讲话。如果已配置，无论是否单击图标，另一端都可以讲话。

3. 松开鼠标按钮。通话将会中断。
该图像窗格的音频将保持打开。

i
注意!
传入的自动弹出式报警可能会中断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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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6.28 锁定 PTZ 摄像机的控制

主窗口 > 
您可以锁定 PTZ 摄像机的控制以防其他用户擅自使用。具有更高优先级的用户可以接管此控制，并锁定
摄像机控制。此外，还可以为这一显式 PTZ 锁定配置超时时间。如果您之前只是接管了控制而没有手动
锁定它，则此控制将对具有较低优先级的用户锁定 5 秒。

要锁定 PTZ 控件：
1. 选择以下项目之一：

– 具有 PTZ 摄像机的图像窗格
– 逻辑树中的 PTZ 摄像机
– 收藏夹中的 PTZ 摄像机
– 地图窗口中的 PTZ 摄像机

2. 右键单击图像窗格或 PTZ 摄像机，然后单击 锁定。
具有较低优先级的用户将不再能使用 PTZ 控制。显示区中将会显示相应的消息框。
要停止锁定 PTZ 控制，请右键单击图像窗格或 PTZ 摄像机，然后单击 解锁。
在经过指定的时间期间后或您退出时，锁定会自动终止。

参阅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 地图 窗口, 页面 122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6.29 更新参考图像

主窗口 > 
 您可以更新参考图像。

要更新参考图像：
1. 右击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参考图像...。

此时会显示参考图像对话框。
2. 单击更新。

将显示您单击更新的时间的图像。

参考图像对话框

摄像机视图：
显示选定摄像机的实况视图。

参考图像
单击更新后显示参考图像。

更新
单击以设置参考图像。将使用您单击更新时的图像。

6.30 显示模拟监视器组

主窗口 >  > 



44 zh-CHS | 显示摄像机图像 BVMS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操作手册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要将模拟监视器组分配到图像窗格：
1. 将监视器组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

选定监视器组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或者
选择图像窗格。

2. 在逻辑树窗口中，双击监视器组。
选定监视器组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要为监视器分配摄像机：
1. 将摄像机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监视器。

选定摄像机图像会显示在监视器中。
监视器组的每个已分配摄像机会显示一个快照。此快照可帮助您进行识别，例如，是否使用了正确的摄
像机或者摄像机是否可访问。快照图像每分钟更新一次。

要切换监视器组的布局：

4 单击 。

要重置监视器组的默认布局设置：
1. 在逻辑树中右击合适的监视器组。
2. 选择重置为默认布局设置。
注：MG默认采用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为此MG配置的设置作为布局设置。

6.31 选择用于显示的实况数据流

主窗口 > 
您可以选择用于在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摄像机的数据流。当默认数据流不可用时，此方法将很有用（举例
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切换到另一个数据流。
在逻辑树中，您应选择要在摄像机稍后显示时使用的首选数据流。
在已显示的摄像机的图像窗格中，您可以立即切换数据流。
在未事先显式关闭图像窗格的情况下重新启动Operator Client之后，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中的数据流
选择将会保留下来。如果已在图像窗格中选择默认数据流，并且使用Configuration Client更改了默认
数据流，用于实况显示的数据流将在重新启动后自动更改。
您可以将图像窗格的数据流选择保存在收藏夹树中的视图中。
当使用早于5.5.5的BVMS版本的Operator Client打开之前使用Operator Client 5.5.5保存的视图时，
将使用默认数据流。
当使用5.5.5版本的Operator Client显示使用早于5.5.5版本的Operator Client保存的视图时，将使用
默认数据流。

预先选择首选数据流：
4 在逻辑树中，右击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单击可用菜单命令之一。
当您在下次将此摄像机拖动到图像窗格时，系统将使用首选数据流进行显示。

选择数据流：
4 右击图像窗格中的摄像机图像，指向选择流，然后单击可用菜单命令之一
选定的数据流将用于显示。
当您选择优化的图像窗格大小时，显示的摄像机的清晰度将根据图像窗格的大小自动调整，具体取决于
所使用的显示器的清晰度。
优化的图像窗格大小命令不适用于以下摄像机：
– 具有SD清晰度的摄像机
– 数据流1和数据流2具有相同清晰度的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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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使用收藏夹和书签, 页面 54

6.32 通过低带宽来显示视频
主窗口
即使BVMS与Operator Client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带宽较低，您也可以使用Operator Client来回放
摄像机录像或查看摄像机的实况图像。
转码器不支持intelligent tracking、ROI、智能视频分析(IVA)覆盖文字和文本数据。
要使用低带宽网络，您可从2个选项中加以选择：
– 硬件转码
– 软件转码（仅适用于实况模式）

硬件转码
对于硬件转码，VRM必须配备至少一台转码设备。BVMS中未配置此转码设备。请参见VRM文档，了解
如何配置转码设备。转码设备可具有多个转码实例。
DIVAR IP 3000和DIVAR IP 7000分别提供了一个预配置的转码实例。
每个实况流或录像均需要各自的转码实例。
硬件转码只能用于连接到VRM的博世视频IP设备。
摄像机和转码设备均须由同一VRM管理。

软件转码
对于软件转码，您需要在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上配置Mobile
Video Service。
在Enterprise System中，只能使用在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配置中配置过的MVS服务。
要选择首选转码设备，请使用选项对话框。

要启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单击以启用转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已转码视频。

在此图像窗格的工具栏中，将显示用于进行硬件转码的  图标或用于进行软件转码的 
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未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止。
如果无法满足转码请求，则相关图像窗格将变为黑色。

要在实况模式下禁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选择另一个数据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未转码的视频。

未显示转码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已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
止。

要在回放模式下禁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单击以禁用转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未转码的视频。

未显示转码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已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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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注意!
您还可以直接在图像窗格中启用或禁用转码：
右击项目，指向选择流，然后单击所需的菜单命令。
此设置只会影响所选图像窗格。
此命令不会影响逻辑树中的首选数据流的设置。

参阅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6.33 使用 TCP 进行可靠的连接

主窗口 > 
对于系统中的 Bosch 生产的视频 IP 设备，您可以在必要的情况下建立更可靠的连接。例如，如果因高
网络负载而中断连接，则此功能可能会很有用。您为所选摄像机启用 TCP，以获得更加可靠的连接。
对于整个工作站的所有摄像机，系统管理员可以将该默认协议配置为 TCP 或 UDP。对于单个摄像机，
您可以覆盖默认协议。
注：编码器固件版本7.0及更高版本可以为BVIP编码器显示安全UDP。您可为编码器的实况视频切换使
用TCP和UDP。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早固件版本并且管理员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激活了编码器的实况视频加密，则
默认情况下选择TCP并且无法禁用TCP。

要启用 TCP：
4 在逻辑树中，右键单击摄像机，然后单击启用 TCP。
P 现在，通过 TCP 与摄像机建立连接。 此摄像机的上下文菜单条目更改为 禁用 TCP。

要启用 UDP：
4 在逻辑树中，右键单击摄像机，然后单击禁用 TCP。
P 现在，通过 UDP 与摄像机建立连接。 此摄像机的上下文菜单条目更改为 启用 TCP。

要使用配置的默认协议：
4 在逻辑树中，右击摄像机，然后单击使用默认协议(TCP)或使用默认协议(UDP)。这两个菜单命令

哪个可用将取决于当前配置。

6.34 连接到无人管理的站点
主窗口
您无法连接到无人管理的站点。此站点的所有视频网络设备的所有可用设备随后都会显示在逻辑树中。
当您注销或退出Operator Client后，此连接将立即终止。

要连接：

1. 右击 。
2. 单击连接到站点。

只要设备处于连接状态， 就会显示。

成功建立连接后，将显示 。
此站点的所有可用设备随后都会显示在逻辑树中。

如果属于此站点的所有设备并未全部连接，将显示 。您稍后可以尝试连接目前尚未连接的剩余
设备。

提示：您还可以双击 来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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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连接剩余的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 。
2. 单击重试连接。

要断开单个站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  或 。
2. 单击与站点断开连接。

图标将会更改：
所有图像窗格以及属于此站点的设备将自动关闭。

断开所有站点的连接：

4 单击 。
所有站点都将断开连接。部分连接的站点不会断开连接。
所有图像窗格以及属于此站点的设备将自动关闭。

参阅
– Unmanaged site, 页面 15

6.35 显示Video Analytics报警

主窗口 > 
您可以显示配置的Video Analytics平台的分析查看器应用程序。
分析查看器应用程序会为您显示分析报警详细信息。

前提条件

4 将Video Analytics项目  拖动到图像窗格。
此时会显示分析查看器应用程序的默认图像。

要显示分析查看器应用程序，Video Analytics报警必须在报警列表中可用。

要显示报警查看器应用程序，请执行以下操作：
4 在报警列表中，单击以选择Video Analytics报警。

分析查看器应用程序会显示在您已将Video Analytics项目拖动到的图像窗格中。

6.36 显示Intelligent Insights小组件
主窗口
您可在图像窗格中显示Intelligent Insights小组件。
要在图像窗格中显示Intelligent Insights小组件：
4 将Intelligent Insights小组件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

Intelligent Insights小组件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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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使用PTZ摄像机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云台控制窗口。
此章节中描述的某些功能可针对您的用户组、Enterprise User Group或Enterprise Account停用。

7.1 控制 PTZ 摄像机

 主窗口 >  选项卡
您可以在云台控制窗口或图像窗格中缩放和控制摄像机。

i
注意!
当控制 MIC 500 PTZ 摄像机时，将重新排列近焦点和远焦点。您可直接在设备上切换行为。

要在云台控制窗口中控制/缩放摄像机：
1. 选择所需的图像窗格。
2. 单击云台控制窗口中的各种控制组件以控制摄像机。

要移动到地图上的PTZ摄像机的预置位：
1. 显示在图像窗格中包含PTZ摄像机热点的地图。
2. 右击位于地图上的PTZ摄像机，指向PTZ 位置，然后单击所需的预置位命令。

摄像机会将焦点移动到选定的预置位。

要锁定地图上的PTZ摄像机的控制：
1. 显示在图像窗格中包含PTZ摄像机热点的地图。
2. 右击位于地图上的PTZ摄像机，然后单击锁定。

此摄像机的PTZ控制对其他用户锁定。
3. 要取消锁定：右击锁定的PTZ摄像机，然后单击解锁。

参阅
– 云台控制 窗口, 页面 123

7.2 使用PTZ摄像机的窗内控制
主窗口
在您将PTZ摄像机分配给图像窗格后，可以直接在此图像窗格中使用摄像机控制功能。

要使用水平转动和垂直转动功能：
1. 在显示PTZ摄像机的图像窗格上移动光标。

光标变为 。
2. 按住鼠标按钮。

光标变为 。
要缓慢水平转动和垂直转动图像，请在所需方向上轻微移动鼠标。
要更快地水平转动和垂直转动，请进一步移动鼠标。

要使用光学变焦功能：
– 若要放大，请向前旋转滚动轮按钮。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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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要缩小，请向后旋转滚动轮按钮。

+

_

参阅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7.3 使用 ROI 功能

主窗口 >  选项卡
您可使用具有固定式HD摄像机的ROI。
您可以在云台控制窗口或图像窗格中缩放和控制摄像机。

i
注意!
系统管理员必须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 ROI 功能。

使用 ROI：
1. 使用以下 PTZ 控件：

2. 此外，您可使用数字变焦 ( )。但这不会节省网络带宽。
或

3. 使用窗内控制功能。

7.4 使用Intelligent Tracking

主窗口 >  选项卡

预期用途
智能跟踪(I-Tracking)的预期用途是使摄像机能够跟踪所选对象。您可配置是自动还是手动选择一个对
象。摄像机可以是PTZ摄像机或固定式高清摄像机（仅启用ROI）。
有以下3种模式可用：
– 关：智能跟踪(I-Tracking)已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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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动：智能跟踪(I-Tracking)已打开，将自动选择最大对象进行跟踪，推荐使用方式：图像中很少
移动的对象。

– 单击：用户选择要跟踪的对象。
选择要跟踪的对象后，PTZ摄像机将移动以跟踪此对象，直到此对象离开摄像机的可见区域或操作员停
止跟踪为止。
启用智能跟踪(I-Tracking)功能的固定式高清摄像机可定义靠近所选对象边界的周围区域，并且能够放大
图像从而仅显示此区域。之后，此区域将根据对象的移动而移动。

要使用智能跟踪(I-Tracking)：
1. 右击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启用视频内容分析。
2. 单击自动或单击以启用智能跟踪(I-Tracking)。
P 摄像机跟踪移动到摄像机图像中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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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使用地图、全局地图和地图视窗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站点地图、地图窗口、全局地图和地图视窗。

站点地图
站点地图可以按所需的比例和放大系数进行查看。 因此，您可以快速地查看所有设备及其位置。
您可以激活所选图像窗格中的摄像机站点地图自动获焦。 此站点地图显示于地图监视器的控制窗口中。

全局地图
您可以查看全局地图上配置的所有摄像机。 您也可搜索摄像机或位置。 如果在相应的摄像机上启用了
该功能，您可以使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可帮助您跨多个摄像机跟踪移动的物体。 相应的摄像机必须已在全局地
图上配置完毕。 如果实况、回放或报警图像窗格中出现移动的兴趣对象，用户可以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自动显示附近所有摄像机。

地图视窗
地图视窗是全局地图中具有特定中心和变焦级别的区域。 您仍然可以放大、缩小或向各种方向移动，但
也可以回到已配置的地图视窗默认位置。
此章节中描述的某些功能可针对您的用户组、Enterprise User Group或Enterprise Account停用。

8.1 显示站点地图
主窗口
您可以在地图窗口或图像窗格中显示站点地图。

i
注意!
报警图像窗格中显示的站点地图进行了显示优化，仅包含原始地图文件的初始视图。

根据您的配置，站点地图可显示闪烁的和彩色的热点。 每个热点表示相应设备已发生的一个特定状态更
改。
要在站点地图窗口中查看地图：

4 将地图从逻辑树拖动到 选项卡，等到显示地图窗口后，将站点地图放置在地图窗口中。
此时即可显示站点地图。

要在图像窗格中查看地图：
4 将站点地图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中。

此时即可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站点地图。

参阅
– 地图 窗口, 页面 122

8.2 显示地图视窗
主窗口
您可以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地图视窗。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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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图像窗格中查看地图视窗：
4 将地图视窗从逻辑树窗口拖动到图像窗格中。

此时即可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地图视窗。

要转到已配置的地图视窗默认位置：

4 放大或缩小地图视窗后，单击 以返回到已配置的默认位置。

要在地图视窗中搜索摄像机或位置：
1. 在搜索栏中键入摄像机、位置或地址的名称。

一旦开始键入，系统就会显示一列带有相关选项的下拉菜单。
2. 从列表中选择相应的选项

摄像机、位置或地址会显示几秒钟，并用 旗帜表示。

要显示摄像机的实况视频预览：
4 将鼠标悬停在全局地图上的相应摄像机上。

8.3 使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可帮助您跨多个摄像机跟踪移动的物体。 相应的摄像机必须已在全局地
图上配置完毕。 如果实况、回放或报警图像窗格中出现移动的兴趣对象，用户可以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自动显示附近所有摄像机。
如果摄像机处于即时回放模式或回放模式，并且您启动了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则Map-
based tracking assistant中只会显示支持回放的摄像机。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显示五个图像窗格：一个主图像窗格和最多四个侧图像窗格，由拉丁字
母A-D表示。
主图像窗格显示所选的主摄像机。 侧图像窗格显示相邻摄像机，其视场与主摄像机的视场重叠或距离最
近。
在全局地图中，相邻摄像机也用拉丁字母A-D表示。 当第一次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时，
这些字母也会在相应的图像窗格中显示几秒钟。 如果启用，这些字母也会在图像窗格栏中显示。
注：要使用摄像机控制功能，必须选择相应的图像窗格。

要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1. 选择相应摄像机的图像窗格。

2. 单击 。弹出显示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所选摄像机作为主摄像机在中央图像窗格中显示。 相邻摄像机在侧图像窗格中显示。 相邻摄像机
的视锥会自动旋转到主摄像机的视锥方向。

注：如果相邻摄像机是PTZ摄像机，则PTZ摄像机的实际视锥会自动旋转到主摄像机的视锥方向。

要显示摄像机的实况视频预览：
4 将鼠标悬停在全局地图上的相应摄像机上。

要重新分配主摄像机：
1. 双击相应摄像机的热点。

所选摄像机作为主摄像机在中央图像窗格中显示。 相邻摄像机会相应地重新分配。
2. 在相应相邻摄像机的侧图像窗格中双击。

这个之前相邻的摄像机现在在中央图像窗格中显示为主摄像机。 相邻摄像机会相应地重新分配。
3. 双击全局地图上您想关注的任意位置。

数秒内，该位置将用 来表示，最近的摄像机会作为主摄像机在中央图像窗格中显示。 相邻摄
像机会相应地重新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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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没有摄像机视锥覆盖所选位置，则80米范围内最近的摄像机将自动显示为主摄像机。 如
果没有摄像机视锥覆盖所选位置，且最近的摄像机不在80米范围内，则没有摄像机将显示为主摄像
机。

启动或停止First person view：

4 单击 。
当启用First person view时，全局地图会旋转以将主摄像机的视锥对准北方。
如果主摄像机是球型摄像机，全局地图会旋转以将球型摄像机的实际视锥对准北方。
注：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时，默认启用First person view。

要将全局地图默认对准北方：

4 单击 。
全局地图会旋转以对准默认的北方。 
注：First person view停止。

i
注意!
当默认对准北方并选择了新的主摄像机时，全局地图不会旋转来调整摄像机视锥的方向。 如果想要调
整，则必须启动First person view。

要停止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1. 当启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显示时，单击 以停止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您将返回到之前的模式（实况模式、回放模式或报警显示）。

参阅
–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显示, 页面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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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使用收藏夹和书签
此章节介绍如何使用收藏夹树和书签树。

收藏夹树
您可以将逻辑树的所有项目添加到收藏夹树中的视图，从而创建自己的逻辑树子集。您可以随时显示视
图或在视图中添加/删除设备。
当在收藏夹树中保存视图时，您将保存以下设置：
– 摄像机或其他对象到图像窗格的分配
– 图像窗格模式
– 数字变焦的当前设置
– 图像片段
– 选定的数据流（仅适用于实况模式）

书签树
您可以在书签中保存某个时间段的实况视图或录像。 书签可保存开始和结束时间、此时段分配给图像窗

口的摄像机以及完整的图像窗格模式。 时间段可以是 0 秒。 书签保存在  窗格中。 删除书签不会
影响对应的录像。 您不能在书签中添加或移除摄像机。 要更改书签，请加载它，然后进行更改并保
存。
如果删除录像，则对应的书签不再同步。 如果加载，则会显示黑色图像窗格。
如果您登录到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以此摄像机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名称作为前缀。
注：请勿在一个书签中添加多于 4 个摄像机，以免在加载书签时出现性能问题。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参阅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 选择用于显示的实况数据流, 页面 44

9.1 在收藏夹树中添加项目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将逻辑树中的任何项目添加到收藏夹树中。这允许您定义自己的逻辑树子集。
要添加项目：
4 右击项目，然后单击添加至收藏夹。

参阅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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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创建/编辑视图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为图像窗格分配摄像机、地图和HTML文件后，您可以将此分配和图像窗格模式保存到收藏夹树的视图
中。

要创建新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以实况模式和回放模式在图像窗口中排列摄像机。
2. 如有必要，请使用数字变焦，然后选择图像片段。

显示视图时，摄像机的实况图像以实况模式显示，而摄像机的录制视频则以回放模式显示。

3. 在图像窗口工具栏中，单击 。

此时会添加一个新视图 。为新视图输入一个名称。

unmanaged site限制：您可以创建最多20个unmanaged site的摄像机的视图。

显示视图：
4 双击视图，或右击视图并单击加载图像窗格视图。

此视图中保存的分配会显示在图像窗口中。

i

注意!
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最大行数在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如果此数字自上次注销
Operator Client以来已更改，并且保存的视图中的图像窗格行数超过了系统参数设置的最大值，则无
法显示保存的视图并显示警告。
您可以显示无多余行的视图。

显示unmanaged site的视图
在为unmanaged site的摄像机加载视图时，此视图中保存的分配将显示在图像窗口中，并将自动连接
unmanaged site。
如果连接用时超过3秒，则会显示正在连接对话框，其中显示连接进度。
4 要取消连接进程，请单击取消。

之后将不再连接其他unmanaged site，并且不再加载其他摄像机图像。
已经连接的unmanaged site将保持连接，而且已经加载的摄像机图像将保持打开状态。

如果发生连接问题，则会在正在连接对话框中显示无法连接的unmanaged site。
4 此连接过程完成后，单击确定保存设置。

如果已连接unmanaged site和已分配给收藏夹视图的unmanaged site的数量超过了最多20个连接站点
的数量限制，则会显示警告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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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单击否取消。
或
单击确定以继续。
如果继续，则已连接但未分配到收藏夹视图的unmanaged site将断开连接，而仅连接已分配给收
藏夹视图的unmanaged site。

要编辑视图：

1. 双击要编辑的视图 。
2. 进行必要的更改，例如，为图像窗格分配摄像机。
3. 右击所需的视图，然后单击更新图像窗格视图。

要重命名视图，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所需的视图 ，然后单击重命名。
2. 输入视图的名称，然后按Enter键。

删除视图：
4 右击视图，然后单击删除。

视图即会从收藏夹树中删除。

参阅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9.3 添加书签

主窗口 >  > 分配所需摄像机给图像窗格
或

主窗口 >  > 分配所需摄像机给图像窗格

要添加书签：
1.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2. 在工具栏中单击 。
此时会显示添加书签对话框。
如果您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屏幕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以此摄像机的
Management Server的名称作为前缀。

3. 选定的时间段会复制到相应字段。
4. 如果需要，请做出更改。
5. 单击确定。
P 此书签会保存在书签树中。

添加书签对话框

名称
编辑书签的名称。

开始时间
在列表中，选择日期和时间。

结束时间
在列表中，选择日期和时间。



BVMS 使用收藏夹和书签 | zh-CHS 57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操作手册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来源
显示属于此书签的摄像机。

9.4 编辑书签。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要编辑书签：
1. 右击一个书签，然后单击编辑书签。

此时会显示编辑书签对话框。
2. 如果需要，请做出更改。
3. 单击确定。
P 此书签会保存在书签树中。

9.5 加载书签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要显示书签：
4 将书签拖到图像窗口。 时间链中会显示保存在书签里的完整图像窗口布局。 细线将定位于书签的

开始时间。
P 之前的图像窗口会被覆盖。

i

注意!
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最大行数在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如果此数字自上次注销
Operator Client以来已更改，并且保存的书签中的图像窗格行数超过了系统参数设置的最大值，则无
法显示保存的视图并显示警告。
您可以显示无多余行的视图。

参阅
– 书签窗口, 页面 120

9.6 导出书签

主窗口 > 
或

主窗口 > 

要导出书签：

1. 单击 选项卡。
2. 右击书签。
3. 要导出单个书签，单击导出书签。

此时将显示导出书签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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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要导出多个书签，单击导出多个书签。
此时将显示导出视频对话框。

4. 进行适当的设置。
如果要加密导出的文件，请键入密码并确认此密码。

5. 单击导出。
估计要导出的录像的大小。录像的重叠部分会被删去。如果可用空间不足，则会显示错误消息。
系统将自动验证导出的真实性。
录像将导出到选定数据媒体。

6. 如果可用，请单击验证详细信息以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如果未发现验证问题，则验证详细信
息按钮处于非活动状态。

参阅
– “Authenticity verification result”对话框, 页面 66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9.6.1 导出书签对话框

主窗口 >  > 右击书签 > 导出书签命令 > 导出书签对话框
允许您将书签的视频数据导出为本地(BVMS Export Player)、MP4或MOV格式。您可以更改导出的时
间段。对于每台摄像机，在目标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有关不同导出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
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名称
如果需要，请键入导出文件的名称或保留默认名称。

开始：
显示所选的导出开始时间。

结束：
显示所选的导出结束时间。

本机
单击此按钮选择BVMS Export Player格式。
如果您要将视频和BVMS Export Player一起导出，请选中Include Export Player对话框。

包括Export Player
当您将视频导出为本地格式时，可以添加BVMS Export Player作为查看器。 如果要包括BVMS Export
Player，请单击以选择。

MP4（通常用于存储视频和音频）
单击可选择MOV格式（与播放器兼容，例如Apple的QuickTime）。

MP4（视频和音频常用储存格式）
单击可选择MP4格式（与VLC或Windows Media Player等播放器兼容）。

包括音频
如果要包括音频，请单击以选择。

加密导出
单击可选择为此导出加密。

密码
为已加密导出键入密码。在确认密码字段中确认此密码。

远程导出
单击此按钮以启用远程导出。您可选择您的Enterprise System的Management Server。在此
Management Server上，将执行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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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所需的存储媒体可用。

磁盘
单击浏览选择用于导出的硬盘分区。

CD/DVD/蓝光光盘
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导出的CD/DVD/蓝光光盘刻录机。
选择远程导出选项后，不会处于活动状态。

最终确定磁盘
单击以选择在成功完成刻录过程后最终确定的数据媒体。在最终确定后，无法在该数据媒体上刻录更多
数据。

注释：
输入导出注释。

参阅
– 导出书签, 页面 57
– 提供用于导出的密码, 页面 70

9.6.2 导出多个书签对话框

主窗口 >  选项卡 > 右击书签 > 导出多个书签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允许您将多个书签的视频数据导出为本地(BVMS Export Player)、MP4或MOV格式。这样，您可以在
一个过程中导出同一摄像机或不同摄像机的不同时间段。对于每台摄像机，在目标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子
文件夹。有关不同导出位置的详细信息，请参阅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名称
如果需要，请键入导出文件的名称或保留默认名称。

本机
单击此按钮选择BVMS Export Player格式。
如果您要将视频和BVMS Export Player一起导出，请选中Include Export Player对话框。

包括Export Player
当您将视频导出为本地格式时，可以添加BVMS Export Player作为查看器。 如果要包括BVMS Export
Player，请单击以选择。

MP4（通常用于存储视频和音频）
单击可选择MOV格式（与播放器兼容，例如Apple的QuickTime）。

MP4（视频和音频常用储存格式）
单击可选择MP4格式（与VLC或Windows Media Player等播放器兼容）。

包括音频
如果要包括音频，请单击以选择。

加密导出
单击可选择为此导出加密。

密码
为已加密导出键入密码。在确认密码字段中确认此密码。

硬盘
单击此按钮选择硬盘分区上的一个用于导出的文件夹。

CD/DVD/蓝光光盘
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导出的刻录机设备。
如果您不想在数据媒体上刻录更多数据，请启用最终确定磁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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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签
在列表中，选择您要导出的书签。

最终确定磁盘
单击以选择在成功完成刻录过程后最终确定的数据媒体。在最终确定后，无法在该数据媒体上刻录更多
数据。

注释：
输入导出注释。

参阅
– 导出书签, 页面 57
– 提供用于导出的密码, 页面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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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管理录像
本章介绍如何管理录像。
可为您的用户组禁用本章介绍的某些功能。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10.1 选择时区
主窗口

i
注意!
确保根据计算机所在的每个时区正确设置您的系统的所有计算机上的时间。

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和所有已连接的设备（包括编码器、解码器、VRM服务器计算
机和DVR设备）必须在同一时区。Operator Client计算机（包括Client SDK和Cameo SDK）和
Configuration Client计算机可以与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处于不同时区。
如果您的Operator Client与一台或多台已连接的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处于不同的
时区，您可以选择以下时间显示之一：
– 您的本地时间
– UTC
– 已连接到的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的时区
显示摄像机的图像窗格（实况和回放）会一直显示相应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的时
间。
在逻辑树中，对于未共享当前在Operator Client中选择的时区的每个服务器或unmanaged site，设备

图标上将显示 ：

您可以选择服务器或unmanaged site的时区，以便在Operator Client中显示此时区。

要选择时区，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服务器图标以选择此服务器的时区。
2. 在时区选择器列表中，选择所需的条目。

– Operator Client时间: Operator Client
– UTC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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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TC–x：每个可用Management Server的时区
基于选定时区的时间会显示在菜单栏中：

参阅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10.2 查找录像视频

主窗口 >  > 工具菜单 > 查找视频...命令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 >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 单击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搜索文本数据对话框

要查找视频数据：
1. 输入或选择所需的搜索标准。
2. 单击搜索。

此时会显示带有匹配条目的 窗口。
3. 如要播放相应的视频，请双击该条目。此时即可显示相应视频。

如果您搜索的是文本数据，则文本数据窗格将自动在图像窗格中打开。

参阅
–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页面 76
– 日志结果 对话框, 页面 79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 显示文本数据, 页面 80
– 搜索文本数据, 页面 81

10.2.1 视频搜索结果 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显示与不同搜索标准匹配的视频数据条目。您可以选择需要回放、保护、防伪检查、存档或导出的条
目。
允许您播放与搜索标准匹配的录像。

10.3 播放录像

主窗口 >  >  选项卡



BVMS 管理录像 | zh-CHS 63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操作手册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注：
Bosch Allegiant 摄像机并不记录在 BVMS 中。
要播放录像：
1. 将摄像机分配至图像窗格。
2. 如果可用，请切换至所需的录像来源。
3. 使用时间链控件设定所需的播放选项。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 使用时间链, 页面 63
– 切换录制来源, 页面 83

10.4 使用时间链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使用细线转至时间链中的某一特定时间。
要在时间链中浏览：
1. 单击时间链中的某一位置。

与选定的时间点对应的图像将显示在图像窗口中。
2. 通过滚动可缩小和放大。
3. 通过拖动可将时间线窗口移至右侧或左侧。
4.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5. 单击 。 
细线会跳转至此时间点。 与所输入的时间点对应的图像将显示在图像窗口中。 使用时间链控件设
定所需的播放选项。

您可以使用细线在时间链中选择时间段。 此外，您还可以使用这一选择功能执行其它任务，如导出视频
数据等。
4 拖动细线的下部手柄以选择时间段或更改此选择。

拖动上部手柄以移动细线或选择。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 播放录像, 页面 62

10.5 更改回放速度

主窗口 >  >  选项卡 > 
更改正向或反向播放录像的回放速度：
4 向左移动滑块可以降低回放速度，向右移动可以提高回放速度。
注：如果将播放速度设置为4倍或更高，则不会显示所有帧。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0.6 限制或取消限制视频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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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连接到以下DIVAR设备的摄像机，您可以限制（或取消限制）其录像：
– DIVAR AN 3000
– DIVAR AN 5000
– DIVAR hybrid
– DIVAR network
当受限时，未经授权的用户无法显示这些摄像机的录像。

DIVAR设备可在  下以本地方式或在  下作为unmanaged site连接到BVMS。
要限制和取消限制，您需要具有相应的权限。

i
注意!
取消限制/取消保护所选时间段可能取消限制/取消保护此摄像机的整个连续的受限制/受保护时间段，
甚至在所选时间段之外也是如此。

要限制：
1.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一台或多台DIVAR摄像机的时间段。
2.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3. 右击此时间段，然后单击限制视频...。

此时会显示带有进度栏的限制视频对话框。
4. 要中断进程，单击取消或 按钮。
5. 进程完成后，单击完成。 

此操作将显示在时间链中。

在时间线中，受限视频以深灰色斜条纹指示：

注：
要取消限制，请在时间线中选择受限时段，右击，然后单击取消限制视频...。

10.7 保护或取消保护视频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防止所显示摄像机的图像被覆盖或删除。

i
注意!
您无法保护本地存储设备的数据。

i
注意!
取消限制/取消保护所选时间段可能取消限制/取消保护此摄像机的整个连续的受限制/受保护时间段，
甚至在所选时间段之外也是如此。

i
注意!
如果保护摄像机的报警录像，受保护的视频数据永远不会被VRM自动删除。 注意，过多的受保护区块
可能会占满存储空间，摄像机可能会停止录像。 您必须在Operator Client中手动取消保护视频数据。

要保护：
1.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2.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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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右击此时间段，然后单击保护视频...。
此时会显示带有进度栏的保护视频对话框。

4. 要中断进程，单击取消或 按钮。
5. 进程完成后，单击完成。 

此操作将显示在时间链中。

在时间线中，受保护的视频以深灰色斜条纹指示：

注：
要取消保护，请在时间链中选择受保护时段，右击，然后单击取消保护视频...。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0.8 删除视频数据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删除从录像开始处至细线位置处之间的视频数据。
此时间链中所有摄像机的视频数据都将被删除。
VRM录像：受保护录像不会被删除。

i
注意!
您不能恢复已删除的视频数据。

i
注意!
您无法删除本地存储设备的数据。

要删除视频：
1.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2.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3. 右击此时间段，然后单击删除视频...。
4. 确认警告消息。

此时会显示带有进度栏的删除视频对话框。
5. 要中断进程，单击取消或 按钮。
6. 进程完成后，单击完成。 

此操作将显示在时间链中。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0.9 验证视频数据的真实性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您可以验证图像窗口中显示的所有摄像机的录像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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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行验证：
1.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2.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3. 右击此时间段，然后单击防伪验证...。 

此时会显示带有进度栏的防伪验证对话框。
4. 要中断进程，单击取消或 按钮。
5. 验证完成后，此时会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展示验证过程的结果。

10.9.1 “Authenticity verification result”对话框
主窗口 > 时间链菜单 > 防伪验证...命令 > 防伪验证对话框 > 验证按钮 > 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 导出视频...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验证详细信息按钮 > 防伪验证
结果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 防伪验证...命令 > 防伪验证对话框 > 验证按钮 > 防伪验证结果对话
框
或
主窗口 > 时间链菜单 > 导出视频...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验证详细信息按钮 > 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右击书签 > 导出书签命令 > 导出书签对话框 > 验证详细信息按钮 > 防伪验证结果对
话框
或

主窗口 >  选项卡 > 右击书签 > 导出多个书签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验证详细信息按钮 > 防伪
验证结果对话框
允许您查看已录制视频的选定时间段的真实性验证的结果。您可以将结果保存在CSV文件中。

创建日期
显示执行真实性验证的日期。

创建者
显示开始真实性验证的用户的名称。

时间范围
显示用户选择进行验证的时间段。

摘要
显示录像已经过验证的摄像机的数量以及验证结果。

详细资料
单击可显示有关真实性验证的详细信息。

真实可靠
显示验证结果。该图标将在摘要中说明。

摄像机
显示已验证的摄像机。

日期/时间
显示验证时间段。

更多信息
显示有关证书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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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导出
显示用于输入真实性验证报告的路径和文件名的对话框。

参阅
– 导出书签, 页面 57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10.10 导出视频数据

主窗口 > 

i
注意!
您无法导出本地存储设备的数据。

您可以将视频和音频数据导出为本地(BVMS Export Player)、MP4或MOV格式。
对于每台导出的摄像机，会在目标文件夹中创建一个子文件夹。数据可以导出至：
– 本地硬盘
– CD/DVD或蓝光光碟
– 网络硬盘
– U盘
注：请使用高速U盘以避免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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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nterprise System中：您可选择远程Management Server以在其中执行导出。您只能导出由选定的
Management Server管理的摄像机的录像。
每次只能在一个工作站上运行一次导出。
注：对于每台要导出的摄像机，您都需具有相关权限。

i
注意!
远程导出仅适用于U盘、CD、DVD或蓝光光碟。

导出为本地格式
表中阐述了将视频数据非加密导出和加密导出为本地格式的区别。

条件 非加密导出 加密导出

受密码保护 无 是

文件扩展名 .info .encr

用户取消导出流程 当前导出的所有视频数据被删
除。

当前导出的所有视频数据被删
除。

导出失败 如果导出多台摄像机，则保存所
有成功导出的数据。导出失败的
数据被删除。

当前导出的所有视频数据被删
除。

导出至多张光碟
在加密导出和导出至单个ZIP文件时，无法导出至多张CD/DVD/蓝光光碟。如果单张CD/DVD/蓝光光碟
足以存储导出文件，则可以向一张CD/DVD/蓝光光碟进行加密导出。
要导出的选定录像和将要导出至多张CD/DVD/蓝光光碟的录像将首先写入本地硬盘驱动器中，然后写入
一张或多张可写入光碟中。
在多张光碟上进行非加密导出时，仅支持本地格式。只有文件可以存储于一张光碟时，才能导出为MP4
或MOV格式。
所有后续光碟的媒体类型必须与首先插入的光碟相一致。
如果您已将录像导出至多张CD/DVD/蓝光光碟，并且必须查看所有导出时段内的所有导出摄像机，则请
将所有光碟内容复制到您的硬盘驱动器上。您可以忽略出现的所有覆盖警告。
如果导出到了一组光碟，您可以查看导出至其中一张光碟的录像。
如果向CD/DVD/蓝光光碟导出视频数据失败或用户取消导出，则此导出过程中已导出的视频数据将保
留。
当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启用了真实性验证时，系统将自动检查每个导出。

全景摄像机的导出
当导出全景摄像机的录像时，您能导出完整图像圈。 如果您导出相同全景摄像机的多个裁剪的图像窗
格，则只导出此摄像机的完整图像圈一次。 这也适用于非全景摄像机的导出。

参阅
– 导出书签对话框, 页面 58
– 导出多个书签对话框, 页面 59
– 导出视频 对话框, 页面 70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 视频搜索结果 窗口, 页面 62
– “Authenticity verification result”对话框, 页面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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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1 导出时间段

主窗口 > 

要导出某一时间段内的数据：

1. 单击 选项卡。
2.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3.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4. 单击 。 
此时会显示导出视频对话框。

5. 进行适当的设置。
如果要加密导出的文件，请键入密码并确认此密码。

6. 单击导出。 
将对要导出录像的大小进行估计。 录像的重叠部分会被删去。 如果可用空间不足，则会显示错误
消息。
系统将自动验证导出的真实性。
文件将导出到选定数据媒体。

7. 如果可用，请单击验证详细信息以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10.10.2 导出单个搜索条目

主窗口 > 

要导出单个搜索条目，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执行视频数据搜索。

2. 单击  选项卡。

3. 或单击 。
4. 单击搜索结果列表中的一个条目。

5. 单击 。
此时会显示导出视频对话框。

6. 进行适当的设置。
如果要加密导出的文件，请键入密码并确认此密码。

7. 单击导出。
系统将自动验证导出的真实性。
条目将导出到选定数据媒体。

8. 如果可用，请单击验证详细信息以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10.10.3 导出至单个文件中

主窗口 > 
您可以将视频录像导入单个ZIP文件中。

要导出至单个文件中：

1. 单击 选项卡。
2.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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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要编辑值，请单击细线的时间标签。
4. 单击以选择作为单个ZIP文件导出。
5. 进行适当的设置。

如果要加密导出的文件，请键入密码并确认此密码。
6. 单击导出。 

将对要导出录像的大小进行估计。 如果可用空间不足，则会显示错误消息。
系统将自动验证导出的真实性。
录像将导出，并将导出添加到单个ZIP文件中。

7. 如果可用，请单击验证详细信息以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i
注意!
您无法在Operator Client中加载ZIP导出文件。

参阅
– 导出视频 对话框, 页面 70

10.10.4 提供用于导出的密码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 导出视频...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右击书签 > 导出书签命令 > 导出书签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选项卡 > 右击书签 > 导出多个书签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您可为使用Operator Client执行的每次本机导出提供密码。

要提供密码，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可选择本机格式。
2. 单击以选择加密导出。
3. 键入密码并确认。
4. 进行适当的设置。
5. 单击导出。

执行加密后的导出。
加载此导出时，操作员必须键入密码。

参阅
– 导出书签对话框, 页面 58
– 导出多个书签对话框, 页面 59
– 导出视频 对话框, 页面 70

10.10.5 导出视频 对话框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 导出视频...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时间链窗口 > 导出视频上下文菜单或  导出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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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如果需要，请键入导出文件的名称或保留默认名称。

开始：
显示所选的导出开始时间。

结束：
显示所选的导出结束时间。

本机
单击此按钮选择BVMS Export Player格式。
如果您要将视频和BVMS Export Player一起导出，请选中Include Export Player对话框。

包括Export Player
当您将视频导出为本地格式时，可以添加BVMS Export Player作为查看器。 如果要包括BVMS Export
Player，请单击以选择。

加密导出
单击可选择为此导出加密。

密码
为已加密导出键入密码。在确认密码字段中确认此密码。

MP4（通常用于存储视频和音频）
单击可选择MOV格式（与播放器兼容，例如Apple的QuickTime）。

MP4（视频和音频常用储存格式）
单击可选择MP4格式（与VLC或Windows Media Player等播放器兼容）。

包括音频
如果要包括音频，请单击以选择。

作为单个ZIP文件导出
选择以在单个ZIP文件中存储导出的文件。使用ZIP文件格式将所有导出的文件存储在单个文件中，无法
压缩数据。
在FAT32分区上，ZIP文件的最大文件大小为4 GB。

远程导出
单击此按钮以启用远程导出。您可选择您的Enterprise System的Management Server。在此
Management Server上，将执行导出。
确保所需的存储媒体可用。

磁盘
单击浏览选择用于导出的硬盘分区。

分割大小
允许您配置导出视频的分割大小，以使分割后的视频块适合您的存储媒体。 此配置仅适用于非本机格
式。
注：该值是一个近似值。 例如，导出的视频会被分割成完全帧或块。 因此，导出视频块的大小与您配
置的值并不完全一致。

CD/DVD/蓝光光盘
在列表中，选择用于导出的CD/DVD/蓝光光盘刻录机。
选择远程导出选项后，不会处于活动状态。

最终确定磁盘
单击以选择在成功完成刻录过程后最终确定的数据媒体。在最终确定后，无法在该数据媒体上刻录更多
数据。

注释：
输入导出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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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
单击以将对话设置保存到下次启动Operator Client前。

参阅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 提供用于导出的密码, 页面 70
– 导出至单个文件中, 页面 69

10.10.6 “导出”对话框

主窗口 >  > 时间链菜单 > 导出视频...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导出按钮 > 导出对话框
或
或

主窗口 >  选项卡 > 右击书签 > 导出多个书签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导出按钮 > 导出对话框
或

主窗口 >  > 右击书签 > 导出书签命令 > 导出视频对话框 > 导出按钮 > 导出对话框
允许您查看有关已执行导出的信息以及显示对每个导出自动执行的真实性验证的结果。

验证详细信息
单击可显示防伪验证结果对话框。
此按钮仅在发现验证问题时可用。

参阅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 导出至单个文件中, 页面 69

10.11 正在加载导出的视频

主窗口 > 

i
注意!
您无法在Operator Client中加载ZIP导出文件。

导出格式
– 块导出(info)，使用VRM eXport Wizard创建
– 未加密导出文件(*.info)，使用BVMS Operator Client创建
– 加密导出文件(*.encr)，使用BVMS Operator Client创建
– 导出使用BVC创建的文件(*.mp4)

其它信息
使用VRM eXport Wizard创建的视频导出将显示为info 文件。
使用VRM eXport Wizard可以导出大量数据。
VRM eXport Wizard是附加文件夹中BVMS版本ZIP的一部分。
有关详细信息，请参阅VRM eXport Wizard软件手册。

您可以加载导出的录像进行显示。在加载已导出至单个ZIP文件的导出内容之前，必须先解压此ZIP文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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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时间链菜单上，单击加载导出的视频...命令。
此时会显示用于打开导出文件的对话框。

2. 选择所需的文件，然后单击打开。
加密的导出文件的扩展名为.encr，未加密的文件的扩展名为.info，块导出显示为info文件。
如果已选定扩展名为.encr的文件，请键入此导出的密码。

加载的视频将在 窗口中显示。
要播放加载的视频，请展开条目，并将摄像机拖动到图像窗格。
如果您已在Operator Client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的计算机上导出摄像机，则
显示的摄像机名称将以此摄像机的Management Server的名称作为前缀。
当您退出Operator Client时，将删除导出树条目。

3. 要删除导出的视频，请右击 ，然后单击卸载导出。

参阅
– 导出窗口, 页面 122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0.12 启用视频内容分析(VCA)
主窗口
要启用：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启用视频内容分析。

此时会显示VCA覆盖文字。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或在关闭该摄像机并
在图像窗格中再次显示该摄像机后，此设置将保留。

要禁用：
4 右击已分配摄像机的图像窗格，然后单击禁用视频内容分析。

此时VCA覆盖文字消失。

10.13 执行Forensic Search

主窗口 >  > 选择图像窗格 > 
通过Forensic Search可以在所选图像窗格的视频中搜索特定属性。基于IVA的Forensic Search仅可用
于VRM、本地储存和Bosch Video Client录像。

要执行Forensic Search，请进行以下操作：
1. 选择要在其中查找移动的图像窗格。
2. 使用细线在时间线中选择时间段。

3. 选择  选项卡。
此时将显示包括音频窗口。

4. 在类型列表中，选择相应的条目。
5. 配置您的Forensic Search。
6. 单击搜索以开始Forensic Search。

7. 选择  选项卡以查找匹配条目。
8. 如要播放相应的视频，请双击该条目。

此时会显示相应的视频。

要配置Motion+，请执行以下操作：
1. 拖动一个区域以选择您要检查移动的单元格。

选定区域会以透明的黄色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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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要取消选择区域，请右击选定区域并单击全部清除。

配置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要添加新IVA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新建。
2. 选择列表中的适当任务，例如监视区中的对象。
3. 单击确定。
4. 配置您的任务。
5. 单击完成。

要编辑现有IVA任务，请执行以下操作：
1. 选择您要编辑的任务。
2. 单击编辑。
3. 进行适当的更改。
4. 单击完成。

Forensic Search窗口
您可以通过选择Forensic Search类型（例如，Motion+）来查找视频数据。您可以仅在选定的图像窗
格中搜索移动。

预设
选择条目以加载先前保存的Forensic Search设置。
注：始终自动保存最新配置的Forensic Search设置。如果您选择<当前配置>条目，则会加载在选定时
间段内有效的Forensic Search设置。

保存
单击以保存您配置的Forensic Search预设置。您可以输入一个描述性名称。

类型
选择所需的分析类型，例如：
– 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 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 流
– Motion+
注：如果您选择了其中一种算法，则可以直接设置相应的参数。

任务
配置您的Forensic Search。请参见您使用的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版本的用户文档。

元数据检查
请参见窗格中所选对象的对象属性，并使用这些属性优化您的Forensic Search条件以获得更好的结
果。

搜索
单击以开始Forensic Search。
有关视频分析的详细信息，请参阅视频内容分析(VCA)的相关文档。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0.14 Forensic Search结果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显示选定图像窗格中所显示摄像机的、包含移动的视频数据条目。 您可以选择需要回放、保护、防伪检
查、存档或导出的条目。
显示与搜索标准匹配的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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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执行Forensic Search, 页面 73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10.15 查找日志条目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在日志中，您可以搜索特定的事件、报警、设备和事件字符串。此外，还能以过滤器的形式保存搜索标
准。如果您选择另一个时区，则会相应地更改日志搜索结果的日期和时间显示。

要查找日志条目：
1. 在Enterprise System中，请选择所需的Management Server以进行搜索。
2. 在过滤器列表中，请选择预定义的过滤器（如果存在）。

过滤器包含您在此对话框中进行的所有设置。
您可以保存、加载和删除所选的过滤器。您可以重置所选过滤器的设置。

3. 在日期和时间字段中，输入搜索进程的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结束日期和时间。
4. 在结果计数列表中，限制搜索到的匹配条目的数量。
5. 单击添加可限制仅搜索特定的事件。
6. 单击添加/编辑，以便指定文本数据的搜索条件。
7. 在报警字段中，选择搜索标准以仅搜索特定的报警。
8. 单击添加可限制仅搜索特定的设备。
9. 在详细资料字段中，输入搜索字符串。* 可用作通配符。
10. 在用户名字段中，输入要搜索的用户名。
11. 单击搜索。

此时会显示带有匹配条目的日志结果:对话框。

参阅
–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页面 76
– 日志结果 对话框, 页面 79
– “搜索条件”对话框, 页面 79
– 设备选择 对话框, 页面 79
– 事件选择 对话框, 页面 79

10.15.1 查找unmanaged site上的登录事件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您可以在其他BVMS中配置的工作站上查找作为unmanaged site的登录事件。如果Operator Client的
用户使用unmanaged site访问此工作站，则此事件将记录为操作员登录事件。

要查找登录事件，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单击添加以限制为仅搜索特定事件。
2. 在事件选择对话框中，依次展开事件和报警、系统设备和用户操作。
3. 单击以选择操作员登录和操作员注销。
4. 单击搜索。

此时会显示带有匹配条目的日志结果:对话框。

10.15.2 请选择服务器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此对话框仅在当您作为Enterprise User Group用户登录时才会出现。
允许您选择一个可以执行日志搜索的Management Server。

Management Server：
选择所需 Management Server 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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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3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或

主窗口 >  >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允许您在日志中指定和保存用于查找条目的搜索条件。如果您在回放模式中通过工具菜单开启此对话
框，则在时间链窗口中选定的时间段将会复制到日期和时间字段中。

如果通过 启动此对话框，则不支持文本数据的搜索。如果通过在日志中查找...命令启动此对话
框，则支持文本搜索。

如果您通过 启动此对话框，则将会预选当前图像窗口的摄像机以进行搜索，并且将预选在选定图
像窗格中显示的摄像机的Management Server。如果图像窗口中未显示任何摄像机，则将会预选逻辑
树的第一个Management Server。
如果您选择另一个时区，则会相应地更改日志搜索结果的日期和时间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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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滤器
选择已预定义搜索标准的过滤器名称，或输入一个新过滤器名称。

删除
单击此按钮从过滤器列表中删除选定的条目。

加载
单击此按钮为选定的过滤器名称加载搜索标准。

保存
单击此按钮用选定的过滤器名称保存搜索标准。

重置
单击此按钮清除选定过滤器名称的所有搜索标准。

日期和时间
键入日期和时间以定义您要搜索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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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计数
在列表中选择一个条目，以限制搜索到的匹配项目的数量。

添加
单击此按钮显示事件选择对话框。

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选定的事件条目。

全部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所有事件条目。

添加/编辑
单击此按钮显示 搜索条件 对话框。

删除
单击以删除选定的条件条目。

全部删除
单击以删除所有条件条目。

报警优先级
选择要搜索的报警优先级。

报警状态
选择要搜索的报警状态。

仅限录像
单击此按钮以搜索仅限录像的报警。

强制工作流
单击此按钮以搜索启用强制工作流的报警。

自动清除
单击此按钮以搜索自动清除的报警。

添加
单击此按钮显示设备选择对话框。

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选定的设备条目。

全部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所有设备条目。

详细资料
输入要搜索的字符串。某些重要事件包含一些便于查找的字符串。例如，特定的SystemErrorEvent包
含已到达服务器报警队列容限！字符串。* 可用作通配符。例如，输入*triggered*可找到字符串An
alarm was triggered by a network failure.*triggered或者triggered*将找不到此字符串。

用户名
输入要搜索的用户名。

搜索
单击此按钮开始搜索。 此时会显示日志结果:对话框。

关闭
单击此按钮关闭对话框。 停止搜索。 如果您不用过滤器名称保存您所选择的搜索标准，则它们会丢
失。

参阅
– 查找录像视频, 页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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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4 事件选择 对话框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 添加按钮
允许您添加事件（用于过滤目的）。

参阅
– 查找录像视频, 页面 62

10.15.5 设备选择 对话框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 添加按钮
允许您选择适当的设备以查找日志条目和录像。

参阅
– 查找录像视频, 页面 62
– 查找日志条目, 页面 75
–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页面 76

10.15.6 “搜索条件”对话框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 添加/编辑按钮
您可以组合不同文本数据条目的多个值，以便查找所需的日志条目。例如，您可以将银行代码和日期组
合在一起来查找相应的日志条目。

添加条件
单击以在数据字段名称列中添加新条目。
在可用数据值列表中，选择所需条目。
在比较值列中，键入搜索字符串。
重复这些步骤以查找更多数据值。

删除条件
单击以删除选定的条目。

全部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所有条目。

参阅
–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页面 76
– 查找日志条目, 页面 75

10.15.7 日志结果 对话框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 搜索按钮
 显示日志搜索的结果。如果您选择另一个时区，则会相应地更改日志搜索结果的日期和时间显示。

返回过滤器
单击此按钮显示 选择搜索参数 对话框。

保存结果
单击此按钮显示一个对话框，以便您将包含日志条目的文本文件另存为 .csv 文件。

i

注意!
当您在 Microsoft Excel 中打开类似导出的 CSV 文件时，可能会发生与时间相关的单元格不会显示秒
的情况。
若要更改此行为，请将这些单元格的格式设置从 m/d/yyyy h:mm 更改为 m/d/yyyy h:mm: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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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6 显示文本数据

主窗口 >  > 右键单击图像窗格 > 文本数据显示在底部 或 文本数据显示在右侧
或
主窗格 > 右键单击图像窗格 > 文本数据显示在底部 或 文本数据显示在右侧

i
注意!
系统管理员必须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配置文本数据录像。

您可以在文本数据窗格中显示录制的文本数据。
文本值显示在左列中，文本字段的名称显示在右列中。

要查找带有文本数据的录像，请单击 。

要显示文本数据：
1. 当带有文本数据的事件已录制完毕时，将细线移至一个时间位置。
2. 在时间链中，启动回放。

文本数据将显示在文本数据窗格中。
以下屏幕抓图给出了一个示例：

参阅
– 查找录像视频, 页面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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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7 搜索文本数据

主窗口 >  >  > 单击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搜索文本数据对话框
操作员可以搜索文本数据，以便查找相应的录像。文本数据必须存储在日志中。
文本数据来自门卡读卡器、自动柜员机、虚拟输入、LPR设备和Person Identification设备等系统。文
本数据包含文本形式的事务性数据，例如帐号、银行代码、人员名称或车牌所属国家/地区。
设备的文本数据与相应的视频数据一起录制。

限制
要使用文本数据搜索录像，必须将文本数据配置为存储于日志中。
要为其配置录制文本数据功能的编码器必须具有5.92或更高的固件版本。
一台摄像机可同时录制最多32台不同设备的文本数据。
最多可将每事件3000字节的文本数据存储在编码器上。
如果您发现日志搜索、额外数据的显示或日志搜索结果的CSV导出存在问题，原因可能是额外文本数据
包含非打印字符（例如x00-x1F）。

搜索文本数据对话框
您可以在录像中查找文本数据。 您可以通过添加带有特定值的特定文本数据来优化搜索。
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数据字段名称字段和比较值字段中的条目仍将保留。

来源
在列表中，单击以选择所需的摄像机进行搜索。

日期和时间
显示要搜索的时间段。

搜索条件
添加搜索条件以优化您的搜索。

10.18 在日志条目中搜索文本数据
主窗口 > 工具菜单 > 在日志中查找...命令 > 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如果需要）> 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Person Identification用例
可以在所有Person Identification事件和报警中搜索特定人员以查找识别出的特定人员的历史录像。

您可搜索日志条目中的以下文本数据来查找特定人员：
– 人员名称
– 人员组
– 人员ID

要在日志条目中搜索文本数据：
1. 在文本数据字段中，单击添加/编辑以仅搜索特定的文本数据。
2. 单击添加条件。
3. 选择合适的数据字段名称。
4. 键入比较值。
5. 单击确定。
6. 单击搜索。

此时会显示带有匹配条目的日志结果:对话框。

参阅
– 查找日志条目, 页面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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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日志条目中清除文本数据, 页面 82

10.19 从日志条目中清除文本数据
工具 > 从日志中清除数据…
如果需要清除与个人相关的数据，您可以从日志条目中清除文本数据。
注：只能一次性地从日志条目中清除所有与个人相关的文本数据。

要从日志条目中清除文本数据：
1. 单击从日志中清除文本数据...。

此时会显示选择搜索参数以清除文本数据对话框。
2. 单击添加/编辑，以便指定文本数据的搜索条件。
3. 在数据字段名称列中，选择相应的条目。
4. 在比较值列中，键入搜索关键字。可以使用*作为通配符。
5. 单击确定。
6. 在日期和时间字段中，输入搜索进程的开始日期和时间以及结束日期和时间。
7. 在结果计数列表中，限制搜索到的匹配条目的数量。
8. 单击搜索。

此时会显示包含匹配条目的要清除文本数据的日志条目对话框。
9. 选择相应的日志条目。

您可以按住CTRL或SHIFT键来选择多个条目。
10. 单击从所选条目中清除文本数据。
11. 单击确定。

此时将清除选定条目的文本数据。

选择搜索参数以清除文本数据对话框

添加/编辑
单击此按钮显示 搜索条件 对话框。

删除
单击以删除选定的条件条目。

全部删除
单击以删除所有条件条目。
搜索
单击此按钮开始搜索。此时会显示要清除文本数据的日志条目对话框。

参阅
– 查找日志条目, 页面 75
– 在日志条目中搜索文本数据, 页面 81

10.20 通过低带宽来显示视频
主窗口
即使BVMS与Operator Client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带宽较低，您也可以使用Operator Client来回放
摄像机录像或查看摄像机的实况图像。
转码器不支持intelligent tracking、ROI、智能视频分析(IVA)覆盖文字和文本数据。
要使用低带宽网络，您可从2个选项中加以选择：
– 硬件转码
– 软件转码（仅适用于实况模式）

硬件转码
对于硬件转码，VRM必须配备至少一台转码设备。BVMS中未配置此转码设备。请参见VRM文档，了解
如何配置转码设备。转码设备可具有多个转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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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AR IP 3000和DIVAR IP 7000分别提供了一个预配置的转码实例。
每个实况流或录像均需要各自的转码实例。
硬件转码只能用于连接到VRM的博世视频IP设备。
摄像机和转码设备均须由同一VRM管理。

软件转码
对于软件转码，您需要在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上配置Mobile
Video Service。
在Enterprise System中，只能使用在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配置中配置过的MVS服务。
要选择首选转码设备，请使用选项对话框。

要启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单击以启用转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已转码视频。

在此图像窗格的工具栏中，将显示用于进行硬件转码的  图标或用于进行软件转码的 
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未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止。
如果无法满足转码请求，则相关图像窗格将变为黑色。

要在实况模式下禁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选择另一个数据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未转码的视频。

未显示转码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已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
止。

要在回放模式下禁用转码：
1.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摄像机，指向首选流，然后单击以禁用转码。
2.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该摄像机。
P 此摄像机显示未转码的视频。

未显示转码图标。
如果受影响的摄像机已在图像窗格中显示，则其将继续显示已转码视频，直至您关闭此图像窗格为
止。

i

注意!
您还可以直接在图像窗格中启用或禁用转码：
右击项目，指向选择流，然后单击所需的菜单命令。
此设置只会影响所选图像窗格。
此命令不会影响逻辑树中的首选数据流的设置。

参阅
– 选件 对话框, 页面 117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10.21 切换录制来源

主窗口 > 
如果进行配置，则您可更改录像来源。
用于更改录像来源的图标将显示当前状态。

示例：  指示将显示辅助 VRM 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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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切换：

4 单击用于更改录像来源的图标，例如 。

例如，图标可更改为 。
时间链显示所选来源的录像。

参阅
– 使用的图标, 页面 111
– 播放录像, 页面 62
– 启动即时回放, 页面 40

10.22 连接到无人管理的站点
主窗口
您无法连接到无人管理的站点。此站点的所有视频网络设备的所有可用设备随后都会显示在逻辑树中。
当您注销或退出Operator Client后，此连接将立即终止。

要连接：

1. 右击 。
2. 单击连接到站点。

只要设备处于连接状态， 就会显示。

成功建立连接后，将显示 。
此站点的所有可用设备随后都会显示在逻辑树中。

如果属于此站点的所有设备并未全部连接，将显示 。您稍后可以尝试连接目前尚未连接的剩余
设备。

提示：您还可以双击 来连接。

要连接剩余的设备，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 。
2. 单击重试连接。

要断开单个站点的连接，请执行以下操作：

1. 右击  或 。
2. 单击与站点断开连接。

图标将会更改：
所有图像窗格以及属于此站点的设备将自动关闭。

断开所有站点的连接：

4 单击 。
所有站点都将断开连接。部分连接的站点不会断开连接。
所有图像窗格以及属于此站点的设备将自动关闭。

参阅
– Unmanaged site, 页面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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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处理事件和报警
本章介绍如何处理报警。
可为您的用户组禁用本章介绍的某些功能。

i
注意!
报警图像窗格中显示的站点地图进行了显示优化，仅包含原始地图文件的初始视图。

参阅
– 管理Person Identification报警, 页面 90
– 控制门禁功能, 页面 94

11.1 接受报警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接受一个或多个报警以进行清除，或启动报警工作流。
要接受报警：

1. 选择所需的报警条目，然后单击 。

2. 要返回到图像窗口，请单击 。
接受一个报警后，会同时发生下列几种情况：
– 该报警从所有其它用户的报警列表中删除。
– 如果尚未显示，则在可显示报警的监视器上，报警图像窗口会替代“实况图像”窗口。
– 报警内容（实况视频、即时回放视频或站点地图）会在报警图像窗口中的报警图像窗格内成行显

示。

– 如果该报警存在相关联的工作流，则会启用工作流按钮 。
此时，您可以清除该报警或启动工作流。如果该报警已配置为“强制执行工作流”，则您必须完成工
作流才能清除它。

要在监视器上显示报警摄像机：
4 从报警图像窗格中拖动摄像机图像到监视器组。

要接受地图上的所有报警：
1. 显示在图像窗格中包含摄像机热点的地图。
2. 右击位于地图上的摄像机，然后单击接受此设备的所有报警。

这将接受此设备的所有报警。报警列表相应地显示接受的报警。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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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添加报警注释。

主窗口 >  > 选项卡 > 选择所需的报警 >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 选择所需的报警 > 
您只有在接受报警后才能为其添加注释。
要为报警添加注释：

1. 单击 。
此时会显示工作流对话框，用于输入注释并显示此报警的行动计划。如果没有为此报警分配行动计
划，则对话框只显示注释：字段。

2. 在注释：字段中，输入注释。
3. 单击关闭。
4. 清除此报警。

注释会作为单独的条目添加到日志，并且添加到日志的报警条目中。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1.3 清除报警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要清除报警：

4 选择所需的报警条目并单击 。
如果报警具有注释或强制工作流属性，则不能直接清除报警。在这些情况下，您必须先显示行动计
划并输入注释。
报警将被清除并从报警列表中删除。
如果当前未显示其他报警，则关闭报警图像窗口并显示图像窗格。

要清除地图上的所有报警：
1. 显示在图像窗格中包含摄像机热点的地图。
2. 右击位于地图上的摄像机，然后单击清除此设备的所有报警。

这将清除此设备的所有报警。报警列表相应地显示清除的报警。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1.4 自定义 报警列表 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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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要对报警列表进行排序：
1. 单击列标题。

列标题中的箭头表示是按升序还是按降序对列表进行排序。
2. 要更改排序，请再次单击列标题。
要添加或删除列：
4 右击列标题，然后单击带标记的条目以删除相应列，或单击未标记的条目以添加相应列。
要更改列的顺序：
4 拖动列标题，然后将其移到所需的位置。
要更改列宽：

1. 指向列标题的右边界。此时指针会变为双头箭头 。向左或向右拖动列边界。
或者

2. 要快速改变列的宽度以显示其所有内容，请双击列标题的右边界。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1.5 显示实况图像窗口

主窗口 >  > 报警图像窗口
或

主窗口 >  > 报警图像窗口
当报警图像窗口显示时，您可以切换到实况或回放图像窗口。
要显示图像窗口：

4 在报警图像窗口中，单击 。此时会显示图像窗口。

要启动/停止循环回放：
4 单击 。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11.6 切换报警图像窗口的报警显示
在“报警图像”窗口中，您可以切换报警显示。 支持以下显示：
– 多行报警显示
– 单屏视图报警显示

要切换到多行报警显示：

4 单击 。

要切换到单视图报警显示：

4 单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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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两个报警显示之间进行切换：
4 双击报警图像窗口中的某个位置，

或
双击特定的报警图像窗格。

i

注意!
如果在多行报警显示中，双击报警图像窗口中的某个位置，报警图像窗格行中的第一个图像窗格将切换
到单视图报警显示中的主图像窗格。 如果双击报警图像窗口中的特定报警图像窗格，该特定报警图像
窗格将切换到单视图报警显示中的主图像窗格。

参阅
– 报警显示, 页面 107

11.7 启动工作流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要启动工作流：

1. 选择所需的报警条目，然后单击 。
如果此报警已配置为强制执行工作流，则会显示操作计划（如果已为此报警进行配置）。另外，还
可以输入注释（如果已配置）。

2. 执行所需的操作。
3. 清除此报警。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1.8 撤消接受报警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当您撤消接受报警时，它会在您的报警列表中恢复活动状态，并重新出现在原先收到此报警的所有用户
的报警列表中。
要撤消接受报警：

4 选择接受的报警条目并单击 。
报警再次显示为激活状态。

参阅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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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触发用户事件

主窗口 >  > 单击 
您可为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的 Enterprise System 的一个选定的 Management Server 触
发用户事件。

4 右键单击所需的 ，然后单击所需的用户事件命令。
P 事件即被触发。

11.10 报警列表 窗口

单击此按钮接受报警。
该报警会从其他操作人员的所有报警列表和报警视频显示屏中删除。

单击此按钮显示操作计划对话框。 如果已配置，您可以输入注释。

单击此按钮清除报警。
对于具有注释或强制工作流属性的报警，您必须先显示操作计划并输入注释才能清除它。 如果它是一个
被配置为自动清除的报警，则在经过设定的自动清除时间（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后，它会
自动从报警列表中删除。

单击此按钮撤消接受报警。

/
单击此按钮打开或关闭报警音频。
最新的传入报警会触发报警声。

单击此按钮显示报警列表。

参阅
– 报警处理, 页面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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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管理Person Identification报警
在您收到Person Identification报警时，所识别人员的相关信息会显示在图像窗格上。

Person Identification信息

人员组 人员组是该人员所分配到的组。

人员图像 会显示默认图像以及Person Identification
Device中的所有可用图像。

人员名称 人员名称是所识别人员的名称。

可信度因子 可信度因子用于衡量系统识别人员的准确程度，以
百分比为单位（0表示完全不准确，100表示完全
准确）。

参阅
– 处理事件和报警, 页面 85

12.1 管理Person Identification报警的人员
工具 > 管理人员... > 管理人员对话框
使用管理人员对话框可以添加人员、分配人员组、为现有人员添加图像以及导出人员。

i
注意!
Person Identification仅支持JPEG文件。

要添加/导入人员：
1. 选择人员。

2. 单击 可添加人员的图像。
或者
将人员的图像从文件浏览器拖动到某个人员组或者全部选项卡。

P 此图像分配为人员的默认图像。

要为现有人员添加图像：
1. 选择人员。

此时会显示该人员的默认图像以及所有可用图像。

2. 在图像窗口中单击 可为该人员添加更多图像。

要分配新的默认图像：
1. 将鼠标移动到相应的图像上。

此时会显示设为默认命令。
2. 单击设为默认命令。

此图像将分配为默认图像。

要为人员分配人员组：
1. 选择人员。

对于每个新人员，已经选择了默认人员组值。
2. 单击默认人员组字段。
3. 选择您要为人员分配的适当人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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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导出人员：
1. 选择人员。

2. 单击 可将人员导出到文件浏览器。

i

注意!

如果选择了全部选项卡，则禁用 。选择默认人员组选项卡或任何其他可用人员组选项卡以导出人
员。

要删除人员：
1. 选择人员。

2. 单击 。

要删除多个人员：
1. 选择人员
2. 按住CTRL键选择多个人员。

3. 单击 。

要删除单个人员图像：
1. 选择相应的图像。

2. 单击 。
注：如果您删除了默认图像，则下一个图像自动分配为默认图像。

要搜索人员名称：
1. 在搜索栏中，键入搜索的人员名称。

注：只要您开始键入，系统就会过滤并显示结果。 
即使Operator Client仍在导入人员列表和相应的人员图像，您也可以立即开始搜索姓名。

2. 要放弃搜索，请单击 或按Esc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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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控制防盗面板功能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控制多个防盗面板功能。

13.1 关闭警报器
主窗口
如果您有相应的权限，则可以关闭防盗面板区域的警报器。

要关闭警报器：

4 在逻辑树或地图中，右击所需的区域 ，然后单击使铃声静音。
此时会将警报器静音。

13.2 操作门
主窗口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控制门的以下防盗面板状态：
– 保护门。
– 取消保护门。状态更改成已锁定。
– 锁定门。
– 解除锁定门。您可以锁定或保护已解除锁定的门。
– 循环打开/关闭门。
系统管理员可将这些功能的权限分别限定给特定用户组。
锁定门意味着持卡人可使用卡打开门。
解除锁定门意味着门对任何人都是打开的。
保护门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打开门，甚至持卡人也打不开。
循环打开/关闭门意味着将锁定的门解锁几秒，然后再次将其锁定。

要操作：
4 右击逻辑树或地图中的门，然后单击所需的命令。
提供以下命令：
– 锁定 / 解锁
– 保护 / 取消保护
– 循环开关
注：当此门的状态未知时，用于操作门的上下文菜单不可用。

参阅
– 使用的图标, 页面 111

13.3 绕过点
主窗口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将点的状态更改为已绕过。
系统管理员可将此功能的权限限定给特定用户组。
当您取消绕过某个点时，您会将其态恢复为正常。
绕过某个点意味着此点无法发送任何报警。取消绕过某个点意味着此点可发送报警。此时也会发送挂起
的报警（如果有）。

要绕过或取消绕过:
4 右击逻辑树或地图中的点，然后单击所需的命令。
注：在设备状态未知时，用于绕过和取消绕过的上下文菜单不可用。

参阅
– 使用的图标, 页面 111



BVMS 控制防盗面板功能 | zh-CHS 93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操作手册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13.3.1 区域设防
主窗口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控制区域的以下防盗面板状态：
– 对区域设防。
– 对区域解除设防。
– 对未做好设防准备的区域进行强制设防。
系统管理员可将这些功能的权限分别限定给特定用户组。

要对区域设防：

4 在逻辑树中，右击所需的未设防区域( )，然后单击设防。此时会显示已设防区域的图标

( )。

要对区域解除设防：

4 在逻辑树或地图中，右击所需的已设防区域 ( )，然后单击解除设防。此时会显示已解除设防

的区域的图标 ( )。

要对区域强制设防：

4 在逻辑树或地图中，右击所需的已解除设防的区域 ( )，然后单击强制设防。此时会显示已设

防区域的图标 ( )。
注意：在设备状态未知时，设防和解除设防的上下文菜单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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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控制门禁功能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控制多个门禁功能。

参阅
– 处理事件和报警, 页面 85

14.1 授予和拒绝访问
主窗口

i
注意!
图像窗口中仅自动弹出具有高优先级的已请求访问报警。

要授予和拒绝访问：

单击 可接受已请求访问报警。
报警计时器正在运行，显示还剩多少时间。

4 单击 可授予访问权限。
或

单击 拒绝访问。

i
注意!
计时器到时间后，系统将自动拒绝此特定请求的访问。

14.2 操作门
主窗口
您可以在Operator Client中控制以下门禁控制的门状态：
– 锁死门。
– 锁定门。
– 解锁门。
系统管理员可限定只有特定用户组具有这些功能的权限。
锁死门意味着授权人员可使用门卡等凭证打开门。
锁定门意味着任何人都无法打开门，甚至授权人员也打不开。
解锁门意味着门对任何人都是打开的。您可以锁定或保护已解锁的门。

要操作：
4 右击逻辑树或地图中的门，然后单击所需的命令。
提供以下命令：
– 锁定门 / 解除门锁定
– 保护门
注：当此门的状态未知时，用于操作门的上下文菜单不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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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使用 CCTV 键盘
本章介绍如何将 BVMS Operator Client 与 Bosch IntuiKey 键盘或 KBD Universal XF 键盘配合使
用。

15.1 使用 KBD Universal XF 键盘

i
注意!
请参见随KBD-Universal XF键盘交付的说明手册，在线产品目录上提供有此手册。

您可以使用 KBD-Universal XF 键盘作为 BVMS 的 USB 键盘。
 在使用之前，将 BVMS 的键盘模板连接到该键盘。
您可以将键盘配置为供左手型操作员使用。 请参阅随 KBD Universal XF 键盘提供的说明手册。

15.1.1 KBD Universal XF 键盘用户界面
下表列出键盘模板上的图标及其功能。

图标 功能

触发用户事件，这仅在使用单 Management Server 的情况下才可用

音频打开/关闭
不断闪烁表示该功能处于启用状态。

启动/停止报警录像

在实况模式和回放模式之间切换
不断闪烁表示该功能处于启用状态。

在实况模式和即时回放模式之间切换所选的图像窗格。
不断闪烁表示该功能处于启用状态。

加载序列。输入有效的序列号，并按确定进行确认。
使用回放按钮控制序列。
不断闪烁表示需要输入数字。

减少图像窗格数量

增大图像窗格数量

全屏打开/关闭

最大化/恢复所选的图像窗格

ESC 中断数字的输入。
按两次以关闭所选的图像窗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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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标 功能

确定 确认数字输入。

打开/关闭 PTZ 模式。
不断闪烁表示该功能处于启用状态。

选择 PTZ 位置。输入预设的有效数字，并按确定进行确认。
不断闪烁表示需要输入数字。

远焦

近焦

光圈关闭

光圈打开

打开/关闭模拟监视器模式。输入有效监视器编号，按确定，输入有效的摄像机
编号，然后按确定。
不断闪烁表示需要输入数字。

设置默认的 Management Server，仅当您作为 Enterprise User Group 的用
户登录到 Operator Client 时才可用。输入有效的服务器编号，并按确定进行
确认。
不断闪烁表示需要输入数字。

快退（逐步）

反向播放

暂停

播放

快进（逐步）

当按钮未亮起时，它没有任何功能。 所有亮起的按钮均具有功能。
当按钮闪烁时，其功能处于活动状态，例如，回放按钮不断闪烁表示回放模式处于活动状态。 按下该按
钮可切换到其他状态，例如，按下不断闪烁的回放按钮可切换到实况模式。
输入数字，并按“确定”进行确认，以便在所选图像窗格中显示相应的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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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Bosch IntuiKey 键盘用户界面

i
注意!
如果在几秒钟后没有进行任何输入，键盘上的每项输入均会被清除。

本章介绍 Bosch IntuiKey 键盘的用户界面。
下图显示了不同的键盘界面组件：

Prod Mon

Clr

321

654

987

0

Shot

CAM

1Srv

11

1

1 2

3

4

MON

DSrv
D1

1

1 软键和软键显示区 允许您使用一组固定的命令集，或者控制逻辑树。 软
键显示区中显示的命令会随操作模式的变化而有所不
同。

2 状态显示区 动态变化，显示当前操作模式的信息。

3 功能键 允许您直接控制某些功能。
Prod：启动扫描进程来查找已连接的工作站。 如果扫
描成功完成：软键显示区中显示Terminal和Keyboard
Control菜单。 若要选择 BVMS，请按Terminal软
键。
Mon：允许您输入监视器编号（数字或模拟监视
器）。
Clr：清除任何数字输入或具有还原功能。

：当前不支持。
Shot：允许您选择摄像机预定位或退出选择模式。

4 数字键盘（带 ENTER 键） 允许您输入逻辑编号。 该号码显示在状态显示区中。
除非先按 Mon 或 Shot 键，否则数字输入显示为逻辑
摄像机编号。 已输入编号的摄像机会显示在图像窗格
或模拟监视器中。

15.2.1 状态显示区
状态显示区动态变化，显示键盘当前操作模式的信息。
下图显示了状态显示区的不同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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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监视器 显示选定模拟监视器或图像窗格编号。

2 摄像机 显示选定摄像机编号。

3 服务器 显示当前所选摄像机配置所在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服
务器编号。

4 默认服务器 显示键盘用作默认服务器的 Enterprise System 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服务器编号。 此服务器的逻辑树会
在树模式中显示。

5 PTZ / JOGSHUTTLE 显示当前操作模式。

6 D1 显示选定计算机监视器编号。

7 A0 显示选定模拟监视器编号。

15.3 使用已连接到工作站的 Bosch IntuiKey 键盘
连接到 BVMS 工作站的键盘拥有众多功能。 提供模拟和数字两种模式。
如果键盘连接到解码器，则功能组合会减少。 仅提供模拟模式。
如果连接到使用 Enterprise System 的工作站，您必须首先选中所需的 Management Server，然后再
选中此 Management Server 上配置的摄像机。

参阅
– Bosch IntuiKey 键盘用户界面, 页面 97

15.3.1 启动键盘
键盘必须连接到工作站的 COM 端口。
1. 启动工作站上的 Operator Client。
2. 按 Prod 按钮。

键盘会扫描已连接的设备。
3. 按 Terminal 软键。

此时会显示选择模式。

15.3.2 进入操作模式
您可以在下列模式下使用键盘：
– 选择模式

此模式允许您通过向所需方向移动控制杆来选择图像窗格。
– PTZ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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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模式允许您在实况模式下控制固定和 PTZ 摄像机、地图和文档。
– Jogshuttle 模式

此模式允许您在即时回放或回放模式下控制摄像机。
要进入选择模式：
1. 启动 Operator Client 和键盘。

或
2. 按 ENTER 键以退出 PTZ 或 Jogshuttle 模式，并返回到选择模式。
要进入 PTZ 模式：
1. 选择 PTZ 摄像机。
2. 按 Shot。

要启动预置位，请再次按 Shot，然后按预置位编号，最后按 ENTER 键。
要进入 Jogshuttle 模式：
1. 启动回放模式。
2. 按 Shot。
要退出 PTZ 或 Jogshuttle 模式：
4 按 ENTER 键以退出 PTZ 或 Jogshuttle 模式，并再次启动选择模式。

15.3.3 显示摄像机
输入数字命令以在活动图像窗格或模拟监视器中显示带有此逻辑编号的摄像机。
要显示 Enterprise System 的摄像机，请选择执行这些摄像机配置所在的 Management Server。

在模拟模式和工作站模式之间切换
4 按 Mon 两次。

在计算机监视器中显示摄像机
1. 切换到数字模式。
2. 按 Mon，然后按 1 - 4 以选择所需的工作站监视器；按所需图像窗格的编号，然后按 ENTER 键。

按从左到右和从上到下的顺序为图像窗格编号。
3. 按所需摄像机的编号，然后按 ENTER 键。

此时会显示所需的摄像机。
示例：依次按 Mon、412 和 ENTER 键。然后按 7 和 ENTER 键。摄像机 7 显示在工作站监视器
4 上的第 12 个图像窗格中。

选择一个 Enterprise System 的 Management Server：
1. 按NEXT。

2. 按  软键，输入服务器编号。
服务器编号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的服务器编号列表中配置。
如果您现在输入摄像机逻辑编号，此时会显示在此 Management Server 上配置的摄像机。

在模拟监视器中显示摄像机
1. 切换到模拟模式。
2. 按 Mon，然后按所需监视器的编号，最后按 ENTER 键。

监视器编号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
3. 按所需摄像机的编号，然后按 ENTER 键。

此时会显示所需的摄像机。
示例：依次按 Mon、3 和 ENTER 键。然后按 4 和 ENTER 键。摄像机 4 显示在第 3 个模拟监视
器中。

i
注意!
当您使用数字命令调用 PTZ 摄像机时，系统自动进入 PTZ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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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4 使用控制杆
在选择模式下，控制杆允许您使用下列功能：
– 摇动控制杆以选择图像窗格。
在 PTZ 模式中，控制杆允许您使用下列功能：
– 旋转控制杆以进行放大和缩小。
– 摇动控制杆以使 PTZ 摄像机进行摇摄和俯仰动作。
– 使用 PTZ 摄像机的 Focus 和 Iris 按钮。
在 Jogshuttle 模式中，旋转控制杆来使用下列功能：
– 旋转控制杆时正向播放/反向播放。
– 更改回放速度：速度取决于旋转角度。
– 播放时停止视频。
在 Jogshuttle 模式下，摇动控制杆来使用下列功能：
– 视频停止时向上摇动/向下摇动：正向播放/反向播放。
– 在播放视频时向上摇动/向下摇动：设置回放速度。
– 向右摇动/向左摇动：暂停和步进/步退。
在 Jogshuttle 模式下，Focus 和 Iris 按钮允许您使用下列功能：
– 按Focus或Iris以在时间链中向前或向后移动细线。Focus向前或向后移动细线的时间量较大，Iris

向前或向后移动细线的时间量较小。
回放模式：
– 要以当前回放速度锁定系统，请在旋转控制杆的同时按Shot按钮。

15.3.5 使用软键
提供以下操作模式：
– 树模式

此操作模式用于控制Operator Client逻辑树中列出的设备。
– 命令模式

此操作模式用于发送命令，如切换到回放模式。
要在树模式和命令模式之间切换：
1. 在树模式下：根据需要随时按左Level Up软键显示根级别，然后按Exit软键显示命令模式。

或者
2. 在命令模式下：按Tree Mode软键。

要使用逻辑树模式：
4 切换到树模式。
软键显示区右侧：
4 按软键以控制项目（例如，显示摄像机或切换继电器）。

按地图或文件夹（黑色背景）时，它移动到左侧。右侧显示其内容。
软键显示区左侧：
1. 按左侧的软键以选择文件夹或地图，并在软键显示区右侧显示其内容。

要显示地图，请按软键一次来标记地图（带有一个长方形），然后再次按该软键以在选定图像窗格
中显示该地图。

2. 按 Level Up 进入逻辑树的上一层。
3. 按 UP 向上移动选项或按 DOWN 向下移动选项。

以下图形显示了逻辑树示例及其在键盘软键显示区的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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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3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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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vel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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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era2

Camera1

Folder1

要使用命令模式：
1. 切换到命令模式。
2. 按软键以执行所需命令。
提供以下命令：

– ：载入序列。在状态显示中，输入序列号。

– ：序列播放，暂停

–  / ：序列步进 / 步退

– ：最大化 / 恢复所选的图像窗格

– ：关闭所选的图像窗格

– ：在实况模式和回放模式之间切换

– ：在实况模式和即时回放模式之间切换所选的图像窗格

–  / ：显示更多图像窗格行/显示更少图像窗格行
注：不能显示超过配置的最大值（由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的参数设置）的图像窗格行。

–  / ：开始 / 停止报警录像

– ：音频打开 / 关闭
– 下一页：切换至下一页

–  /  /  / ：触发用户事件(1-4)，仅对单个Management Server可用

– ：设置默认的Management Server，仅当您作为Enterprise User Group的用户登录到
Operator Client时才可用。

– ：图像窗格栏打开 / 关闭

– ：全屏打开 / 关闭
不能显示超过配置的最大值（由参数设置）的图像窗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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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使用已连接到解码器的 Bosch IntuiKey 键盘
连接到解码器的键盘可让您在无需 Operator Client 软件的情况下访问 Management Server。 因此，
您必须登录。 仅提供模拟模式。

15.4.1 启动键盘
启动键盘后，您必须登录到 Management Server。

i

注意!
只有拥有相应用户名和密码（均仅采用数字）的 BVMS 用户才可以使用 Bosch IntuiKey 键盘的模拟模
式。
用户必须有权访问连接到 Bosch IntuiKey 键盘的解码器。

要启动键盘：
4 按 Terminal 软键。

显示下列登录屏幕：

User #

BOSCH VMS

_ _ _

4 输入用户名。

Password

BOSCH VMS

_ _ _ _ _ _

成功登录后，Terminal 和 Keyboard Control 软键显示在软键显示区中。

15.4.2 显示摄像机
1. 按 Mon，然后按所需监视器的编号，最后按 ENTER 键。

监视器编号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配置。
2. 按所需摄像机的编号，然后按 ENTER 键。

此时会显示所需的摄像机。
示例：依次按 Mon、3 和 ENTER 键。然后按 4 和 ENTER 键。摄像机 4 显示在第 3 个模拟监视
器中。
当选定监视器显示 PTZ 摄像机时，键盘自动切换到 PTZ 模式。

15.4.3 使用控制杆
控制杆允许您使用下列功能：
– 旋转控制杆以进行放大和缩小。
– 摇动控制杆以使云台摄像机进行摇摄和俯仰动作。
– 使用 PTZ 摄像机的Focus和Iris按钮。



BVMS 使用 CCTV 键盘 | zh-CHS 103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操作手册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15.4.4 使用软键
提供以下操作模式：
– 命令模式

要使用命令模式：
4 按软键以执行所需命令。
提供以下命令：
– 启动 / 停止报警录像
– 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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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用户界面
本章包含了有关 BVMS 的 Operator Client 中所有可用窗口的信息。

i

注意!
本文档介绍了BVMS Viewer无法使用的一些功能。
有关不同BVMS版本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boschsecurity.com和BVMS快速选购指南：BVMS快
速选购指南。

参阅
– 实况模式, 页面 104
– 回放模式, 页面 105
– 报警显示, 页面 107

16.1 实况模式

  主窗口 > 
每次登录系统时，您均会自动进入实况模式。
允许您根据自身的需要移动或隐藏所有控制元件，或者调整控制元件的大小。
您可以右键单击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低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  选项卡会闪烁以指示报警。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高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该传入报警会自动显示（自动弹出报警）。

1 菜单栏 允许您选择菜单命令。

2 工具栏 显示可用按钮。 指向一个图标可显示工具提示。

3 回放控件 允许您控制即时回放、摄像机序列或报警序列。

4 性能表 显示CPU使用情况。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olutions/management-software/bvms/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https://media.boschsecurity.com/fs/media/en/pb/images/products/management_software/bvms/bvms_quick-selection-guid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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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时区选择器 选择要在大多数与时间相关的字段中显示的时区条目。
仅当逻辑树中至少有一个Management Server或
unmanaged site与您的Operator Client一样位于另一时区
时可用。

6 图像窗格控件 允许您选择所需的图像窗格数以及关闭所有图像窗格。

7 图像窗口 显示图像窗格。 允许您排列这些图像窗格。

8 图像窗格 显示摄像机、地图、图像和文档（HTML文件）。

9

 报警列表窗口

显示系统生成的所有报警。
允许您接受或清除报警，或者通过向维护人员发送电子邮件
等方式启动工作流。
如果与Management Server的连接丢失，则不会显示报警
列表。

10

 云台控制窗口

允许您控制PTZ摄像机。

11

 逻辑树窗口

显示您的用户组有权访问的设备。 允许您选择适当的设备以
将其分配给某一图像窗格。

 收藏夹树窗口

允许您根据需要组织逻辑树的设备。

 书签窗口
允许您管理书签。

 地图窗口

显示站点地图。 允许您拖动地图以显示此地图的特定部分。
如已激活，则针对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每个摄像机，将自动显
示一个地图。 这种情况下，摄像机必须基于地图来配置。

参阅
– 菜单命令, 页面 115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 云台控制 窗口, 页面 123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6.2 回放模式

  主窗口 > 
您可以右键单击以显示上下文菜单。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低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  选项卡会闪烁以指示报警。 如果传入报警
的优先级高于实况或即时回放图像窗口，则会自动显示“报警图像”窗口。 优先级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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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菜单栏 允许您选择菜单命令。

2 工具栏 显示可用按钮。指向一个图标可显示提示信息。

3 性能表 显示CPU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4 时区选择器 选择要在大多数与时间相关的字段中显示的时区条目。
仅当逻辑树中至少有一个Management Server或unmanaged site与您
的Operator Client一样位于另一时区时可用。

5 图像窗格控件 允许您选择所需的图像窗格数以及关闭所有图像窗格。

6 图像窗口 显示图像窗格。允许您排列这些图像窗格。

7 图像窗格 显示摄像机、地图、图像和文档（HTML文件）。

8

 报警列表窗
口

显示系统生成的所有报警。
允许您接受或删除报警，或者通过向维护人员发送电子邮件等方式启动
工作流。
如果与Management Server的连接丢失，则不会显示报警列表。

 视频搜索结
果窗口

允许您查找所录制的视频。

 Forensic
Search 结果窗口

显示符合Forensic Search条件的录像。

 时间链窗口

允许您浏览所录制的所有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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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云台控制窗
口

允许您控制PTZ摄像机。

10

 逻辑树窗口

显示您的用户组有权访问的设备。允许您选择适当的设备以将其分配给
某一图像窗格。

 收藏夹树窗
口

允许您根据需要组织逻辑树的设备。

 地图窗口

显示站点地图。允许您拖动地图以显示此地图的特定部分。
如已激活，则针对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每个摄像机，将自动显示一个地
图。这种情况下，摄像机必须基于地图来配置。

 书签窗口
允许您管理书签。

 导出窗口

允许您加载导出的视频数据以显示该数据，或搜索特定数据。

 包括音频窗口
您可以配置Forensic Search。
通过Forensic Search可以在所选图像窗格的视频中搜索特定属性。

参阅
– 菜单命令, 页面 115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 导出窗口, 页面 122
– 地图 窗口, 页面 122
– 云台控制 窗口, 页面 123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 Forensic Search结果窗口, 页面 74
– 视频搜索结果 窗口, 页面 62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6.3 报警显示

主窗口 > 选择一个报警 >  接受

或主窗口 >  > 选项卡 > 选择报警 >  接受
报警图像窗口会在发生报警时，显示来自所要显示的摄像机、地图、文档或地图视窗的实况或即时回放
视频。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高于实况或回放图像窗口，则报警图像窗口会自动显示。 优先级在
Configuration Client中进行配置。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低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 选项卡会闪烁以指示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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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配置了多行报警，且显示的报警数量多于报警图像行数时，则最后行中的显示会依次排序。 您可以
使用报警图像窗口工具栏中的回放控钮来控制报警顺序。 您不能在最后一行中进行即时回放。

i
注意!
报警图像窗格中显示的站点地图进行了显示优化，仅包含原始地图文件的初始视图。

1 菜单栏 允许您选择菜单命令。

2 工具栏 显示可用按钮。 指向一个图标可显示工具提示。

3 回放控件 允许您控制即时回放、摄像机序列或报警序列。

4 性能表 显示CPU和内存的使用情况。

5 时区选择器 选择要在大多数与时间相关的字段中显示的时区条目。
仅当逻辑树中至少有一个Management Server
unmanaged site与您的Operator Client一样位于另一
时区时可用。

6 报警图像窗口 显示报警图像窗格。

7 报警图像窗格 显示摄像机、地图、图像和文档。

8 报警优先级 显示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为自动显示行为所配置的
优先级值。

9 时间 显示报警触发的时间。

10 报警序列按钮 单击这些按钮以显示上一个或下一个报警图像窗格。

11 报警数量 显示当前显示的报警编号，以及全部报警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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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单击以切换到多行报警显示。

单击以切换到单视图报警显示。

13

 报警列表窗口

显示系统生成的所有报警。
允许您接受或清除报警，或者通过向维护人员发送电子
邮件等方式启动工作流。
如果与Management Server的连接丢失，则不会显示报
警列表。

14 事件类型 指示已触发报警的事件类型。

15

 云台控制窗口

允许您控制PTZ摄像机。

16

 逻辑树窗口

显示您的用户组有权访问的设备。 允许您选择适当的设
备以将其分配给某一图像窗格。

 收藏夹树窗口

允许您根据需要组织逻辑树的设备。

 书签窗口
允许您管理书签。

 地图窗口

显示站点地图。 允许您拖动地图以显示此地图的特定部
分。
如已激活，则针对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每个摄像机，将自
动显示一个地图。 这种情况下，摄像机必须基于地图来
配置。

参阅
– 切换报警图像窗口的报警显示, 页面 87
– 菜单命令, 页面 115
– 逻辑树 窗口, 页面 119
– 收藏夹树 窗口, 页面 120
– 地图 窗口, 页面 122
– 云台控制 窗口, 页面 123
– 图像窗口, 页面 120
– 图像窗格, 页面 121
– 报警列表 窗口, 页面 89

16.4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显示

主窗口 >  > 选择一个摄像机图像窗格 >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或主窗口 >  > 选择一个摄像机图像窗格 >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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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可帮助您跨多个摄像机跟踪移动的物体。 相应的摄像机必须已在全局地
图上配置完毕。 如果实况、回放或报警图像窗格中出现移动的兴趣对象，用户可以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自动显示附近所有摄像机。
如果摄像机处于即时回放模式或回放模式，并且您启动了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则Map-
based tracking assistant中只会显示支持回放的摄像机。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低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  选项卡会闪烁以指示报警。
如果传入报警的优先级高于当前显示的图像窗口，则该传入报警会自动显示（自动弹出报警）。

1
 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单击以启动或停止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2
 First person view

单击以启动或停止First person view。
启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时，First person
view会默认启用。

3 单击以将全局地图对准默认的北方。

4 主摄像机 主摄像机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的中央图像
窗格中显示。

5 主图像窗格 中央图像窗格显示主摄像机图像。

6 相邻摄像机 相邻摄像机用拉丁字母A-D表示。 当第一次启动Map-
based tracking assistant时，这些字母也会在相应的图
像窗格中显示几秒钟。

7 侧图像窗格 侧图像窗格显示相邻摄像机，其视场与主摄像机的视场
重叠或距离最近。

8
单击全局地图上的某个位置时， 旗帜符号会显示几
秒钟，表示该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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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阅
– 使用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页面 52

16.5 使用的图标
下表列出了在Operator Client中使用的图标。 有关时间链中使用的图标，请参见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一章。
BVMS Export Player不提供以下某些图标。

工具栏图标

：实况模式

：回放模式

/ ：音频打开/关闭
：移动滑块以调节所有图像窗格的音量。

：单击可断开所有已连接unmanaged site的连接。部分连接的站点不会断开连接。

 ：单击以显示/隐藏每个图像窗格的工具栏。

：单击以全屏模式显示图像窗格。

：单击以显示报警图像窗口（仅在报警等待处理时可用）。

：当显示报警图像窗口时，单击以重新显示实况或回放模式。

：单击以打印选定图像窗格的图像。

：单击以保存选定图像窗格的图像文件。

：单击以添加收藏夹视图。

：单击以添加书签。

 ：单击并按住此按钮以在配置了音频的编码器的扬声器上进行讲话。 当在图像窗格中选择配
有音频功能的编码器时，此按钮会激活。

：单击以启动/停止Map-based tracking assistant。

：单击以启动/停止First person view。

：单击以关闭所有打开的图像窗格。此图标与关闭所有图像窗格的快捷方式具有相同功能。

：单击可显示较少的图像窗格行。

：用于更改图像窗格行的滑块。

：单击以显示更多的图像窗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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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以访问帮助。

逻辑树图标

：Operator Client 已连接到 Management Server。

：新配置可用。先注销，然后重新登录，以接受该配置。

：Management Server具有上一版本。

：帐户已禁用。先注销，然后重新登录并更改密码。

：许可证不可用

：未连接

：Management Server位于另一时区中。

：包含各种项目的文件夹

：包含各种项目和已分配地图的文件夹

：地图视窗

：固定、DVR、本地存储摄像机

：ONVIF固定式摄像机

：全景摄像机

：PTZ摄像机

：ONVIF PTZ摄像机

：矩阵摄像机

：VSG摄像机

，示例 ：录像

，示例 ：连接中断

，示例 ：视频丢失

，例如 ：已绕过

：音频已配置

：状态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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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亮

：太暗

：太嘈杂

：太模糊

：全局场景更改

：参考检查失败

：继电器

/ ：输入

：命令脚本

：文档

：摄像机序列

：外部应用程序

：主 VRM

：辅助 VRM

：主故障转移 VRM

：次故障转移 VRM

：表示Video Analytics设备。

：指示未连接的unmanaged site。

：指示与Operator Client计算机不在同一时区的unmanaged site。

：指示要与其建立连接的unmanaged site。

：指示已完全连接的unmanaged site。这意味着此站点的所有设备都已连接。

：指示已部分连接的unmanaged site。这意味着此站点的设备并非已全部连接。

：防盗面板。

：防盗面板中配置的区域。

：区域已设防。

：区域已解除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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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防盗面板中配置并且处于已取消绕过状态的点。

：点处于已绕过状态。

：点处于报警状态。

：门（防盗报警主机）

：门（防盗报警主机）已受到保护。

：门（防盗报警主机）已锁定。

：门（防盗报警主机）已解除锁定。

：读卡器（门禁控制）

/ ：门（门禁控制）已锁定。

/ ：门（门禁控制）已解除锁定。

：门（门禁控制）已受到保护。

：门状态未知的门（门禁控制）。

图像窗格工具栏图标
：最大化图像窗格

：摄像机序列

：摄像机序列中断。

：摄像机序列正在播放。

：数字变焦

：已启用转码。

：指示显示的录像的来源：主 VRM 录像。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只有配
置 辅助 VRM 或 ANR 后才可执行此操作）。

：指示显示的录像的来源：辅助 VRM 录像。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

：指示 ANR 提供回放。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

：指示主故障转移 VRM 提供回放。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只有配置 辅助
VRM 或 ANR 后才可执行此操作）。

：指示次故障转移 VRM 提供回放。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

：指示编码器提供回放。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只有配置 辅助 VRM 或
ANR 后才可执行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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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编码器提供回放。在图像窗格工具栏上，单击以更改录像来源。

：文本数据可用

：文本数据不可用

：即时回放

：单击以再次显示实况模式。

：手动报警录像

图像窗格图标

：仅I-frame回放

：已启用内容分析

参阅
– 时间链 窗口, 页面 123

16.6 菜单命令
BVMS Export Player不提供以下某些命令。

系统菜单命令

回放模式 / 实况模式 根据当前状态切换至回放模式或实况模式。

更改密码... 显示用于输入新密码的对话框。

注销 退出程序并显示登录对话框。

退出 退出程序。

摄像机菜单命令

保存图像... 显示用于保存选定图像窗格图像的对话框。

打印图像... 显示用于打印选定图像窗格图像的对话框。

音频打开 / 音频关闭 打开或关闭选定摄像机的音频。

录像 开始对选定的摄像机进行录像。 使用报警录像模式的
品质等级。

即时回放 在指定的倒退时间内开始回放选定的摄像机。 （不适
用于回放模式）

参考图像... 为当前选定的图像窗格显示参考图像对话框。 （不适
用于回放模式）

关闭 关闭选定的图像窗格。

工具菜单命令

在日志中查找... 显示选择搜索参数和日志结果:对话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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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您作为Enterprise User Group的用户登录时，将会
显示请选择服务器对话框。

查找视频... 仅可用于回放模式。
单击此按钮显示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切换图像窗格栏 隐藏或显示图像窗格栏。

显示更少图像窗格行数 减少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行数。

显示更多图像窗格行数 增加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行数。
注：
显示的图像窗格行数不能超过配置的最大值（由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的参数设置）。

时间链菜单命令（仅限回放模式）

第一个录像 将细线移至最旧的录像。

最后一个录像 将细线移至最新的录像。

播放 从当前细线位置开始正向播放。

暂停 在当前位置停止回放。 单击播放以继续回放。

倒退回放 从当前细线位置开始反向播放。

保护视频... 显示保护视频对话框。

取消保护视频... 显示取消保护视频对话框。

限制视频... 显示限制视频对话框。

取消限制视频... 显示取消限制视频对话框。

删除视频... 显示删除视频对话框。

防伪验证... 显示防伪验证对话框。

导出视频... 显示导出视频对话框。

加载导出的视频... 显示用于选择导出文件的对话框。 导出的文件即会显
示在导出树中。

报警菜单命令

接受选定的报警 将所有选定报警的状态设置为已接受并在报警图像窗口
中显示它们。

接受所有新报警 将所有新报警的状态设置为已接受。

清除所有已接受的报警 将所有接受的报警的状态设置为已清除。 此条目会从
报警列表和报警图像窗口中删除。

清除选定的报警 将所有选定报警的状态设置为已清除。 此条目会从报
警列表和报警图像窗口中删除。

工作流... 显示选定报警的操作计划（如果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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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菜单命令

保存至收藏夹 将当前图像窗格模式以视图形式保存到收藏夹树中。

添加书签 显示添加书签对话框。

静音系统 关闭可用图像窗格的音频和报警声。

选项... 显示选项对话框。

恢复 > 默认设置 将监视器布局、用户界面和选项的设置恢复到出厂默认
设置。
注：
此选项有关所配置的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最大行
数。
默认的图像窗格行数只有在不超过配置的最大值（由
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的参数设置）时才会恢
复。

恢复 > 上次设置 将监视器布局、用户界面和选项的设置恢复到上次加载
的设置。
注：
此选项有关所配置的图像窗口中显示的图像窗格最大行
数。
上次加载的图像窗格行数只有在不超过配置的最大值
（由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的参数设置）时才
会恢复。

帮助菜单命令

显示帮助 显示BVMS联机帮助。

关于... 显示一个对话框，其中列出了所安装系统的相关信息，
如版本号。

16.7 选件 对话框
主窗口 > 其它菜单 > 选项...命令
允许您配置Operator Client的操作参数。

参阅
– 通过低带宽来显示视频, 页面 82

16.7.1 “控制”选项卡
控制选项卡

自动序列停留时间[s]
根据需要输入摄像机在图像窗格中将要显示的秒数。 此外，此时间也适用于报警序列。

云台控制速度
移动滑块以调节云台摄像机的控制速度。

即时回放倒退时间[s]
输入即时回放的倒退时间，以秒为单位。



118 zh-CHS | 用户界面 BVMS

2021.05 | V 1 | Operator Client 操作手册 Bosch Security Systems B.V.

显示包含选定图像窗格的摄像机的地图
单击此按钮以激活所选图像窗格中的摄像机地图获焦。此地图显示于控制监视器的地图窗口中。如果选
定的摄像机未在任何地图上配置，则地图窗口会被清除。
显示的地图是逻辑树中从根项目开始找到的第一个包含所选摄像机的地图。
如果摄像机序列在选定的图像窗格内运行，则在每个序列步骤之后，地图窗口中的地图将相应更新。

使用鼠标选择 PTZ 图像窗格时启动 PTZ 模式
选择此选项可在以下情况下自动激活Bosch IntuiKey键盘的PTZ模式：
– 当用户单击显示PTZ摄像机的图像窗格时。
– 当用户将PTZ摄像机拖动到图像窗格时。

16.7.2 “显示”选项卡
显示屏选项卡

图像窗格纵横比
针对每个连接的监视器，为 Operator Client 中的图像窗格选择所需的纵横比。 为 HD 摄像机使用
16:9。 此设置将覆盖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为初始启动 Operator Client 而指定的设置。

显示逻辑编号
选择此选项以显示逻辑树中摄像机的逻辑编号。

打印和保存时显示 IP 地址
选择此项以使逻辑树中的设备的 IP 地址在打印或保存的图像中可用。

文本数据位置

在单击 时，选择文本数据窗格位置的所需选项。

首选硬件加速
登录Operator Client后，将默认启用硬件加速。
要禁用硬件加速，则清空此复选框。
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此设置将保留。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诊断信息(在注销前一直启用)
选择在图像窗格中显示解码方法。
解码方法可在所有打开的图像窗格的标题栏中显示。
下一次重新启动或重新登录Operator Client后，此设置将不复存在。

16.7.3 “音频”选项卡
音频选项卡

回放选定图像窗格的音频
选择此选项以激活选定图像窗格中视频的音频回放。

多通道音频回放
选择此选项以启用图像窗格中显示的所有视频的同步音频回放。

音量:
移动滑块以调节报警音量。

半双工
选择此选项将为内部对讲功能启用半双工模式。

全双工
选择此选项将为内部对讲功能启用全双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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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4 “转码”选项卡
转码选项卡
即使BVMS与Operator Client计算机之间的网络连接带宽较低，您也可以使用Operator Client来回放
摄像机录像或查看摄像机的实况图像。
转码器不支持intelligent tracking、ROI、智能视频分析(IVA)覆盖文字和文本数据。
要使用低带宽网络，您可从2个选项中加以选择：
– 硬件转码
– 软件转码（仅适用于实况模式）

硬件转码
对于硬件转码，VRM必须配备至少一台转码设备。BVMS中未配置此转码设备。请参见VRM文档，了解
如何配置转码设备。转码设备可具有多个转码实例。
DIVAR IP 3000和DIVAR IP 7000分别提供了一个预配置的转码实例。
每个实况流或录像均需要各自的转码实例。
硬件转码只能用于连接到VRM的博世视频IP设备。
摄像机和转码设备均须由同一VRM管理。

软件转码
对于软件转码，您需要在Management Server或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上配置Mobile
Video Service。
在Enterprise System中，只能使用在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配置中配置过的MVS服务。

硬件（默认）
选择此项以启用硬件转码器。此为默认设置。

软件
选择此项以启用软件转码器。

16.8 逻辑树 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显示您的用户组有权访问的所有设备的层次结构。
如果您登录到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该服务器名称将作为摄像机名称的前缀显示。
只有管理员才能在Configuration Client中创建或更改逻辑树。
允许您将项目拖放至用户界面的以下组件：
– 摄像机、地图、文档拖放至图像窗格
– 每个项目拖放至收藏夹树窗口
– 映射到地图窗口
– 摄像机拖放至监视器窗口

参阅
– 排列图像窗格并调整其大小, 页面 35
– 在图像窗格中显示摄像机, 页面 32
– 在收藏夹树中添加项目, 页面 54
– 启动预配置的摄像机序列, 页面 36
– 通过低带宽来显示视频, 页面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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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9 收藏夹树 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将逻辑树的所有项目添加到收藏夹树中的视图，从而创建自己的逻辑树子集。您可以随时显示视
图或在视图中添加/删除设备。
当在收藏夹树中保存视图时，您将保存以下设置：
– 摄像机或其他对象到图像窗格的分配
– 图像窗格模式
– 数字变焦的当前设置
– 图像片段
– 选定的数据流（仅适用于实况模式）

参阅
– 在收藏夹树中添加项目, 页面 54
– 创建/编辑视图, 页面 55

16.10 书签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在书签中保存某个时间段的实况视图或录像。 书签可保存开始和结束时间、此时段分配给图像窗

口的摄像机以及完整的图像窗格模式。 时间段可以是 0 秒。 书签保存在  窗格中。 删除书签不会
影响对应的录像。 您不能在书签中添加或移除摄像机。 要更改书签，请加载它，然后进行更改并保
存。
如果删除录像，则对应的书签不再同步。 如果加载，则会显示黑色图像窗格。
如果您登录到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以此摄像机的
Management Server 的名称作为前缀。
注：请勿在一个书签中添加多于 4 个摄像机，以免在加载书签时出现性能问题。

参阅
– 编辑书签。, 页面 57
– 加载书签, 页面 57

16.11 图像窗口
 主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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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不同数量的图像窗格。 最少显示 1 个图像窗格。 您可以在几个图像窗格中同时显示一个摄像机。
允许您执行下列任务（并非BVMS Export Player中的所有任务均可用）：
– 更改显示的图像窗格的数量。
– 灵活地排列图像窗格，更改图像窗格的布局模式并将此类排列布局以视图的形式保存在收藏夹树

中。
– 在实况模式和回放模式（和报警显示，如果存在报警）之间切换。
– 打开/关闭所有音频源（应用程序必须配置为多通道模式）。
– 启动一个序列。
– 打开/关闭图像窗格工具栏。
– 执行即时回放。
– 使用内部对讲功能。

参阅
– 更改图像窗格行数, 页面 34
– 排列图像窗格并调整其大小, 页面 35

16.12 图像窗格
主窗口
BVMS Export Player仅提供限制的功能组。
允许您显示：
– 来自任何视频源的实况视频（仅限实况模式）
– 即时回放录像
– 录像（仅限回放模式）
– 地图
– 文档（HTML文件）
– 文本数据
– 录像来源
蓝色边框表示已选择此图像窗格用于在此图像窗格中显示摄像机图像等用途。
注：只有在选择了图像窗格时才会显示图像窗格的工具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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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选择图像窗格后，图像窗格工具栏中会显示摄像机名
称，并以此摄像机的Management Server名称作为前缀。
摄像机在地图中显示为热点。您可以通过双击、上下文菜单或将其拖放到图像窗格中来激活地图中的摄
像机。
当显示PTZ摄像机时，您可以使用窗内控制功能。
在逻辑树中双击摄像机以在下一个可用的图像窗格中显示。
右击图像窗格，然后单击属性以显示属性窗口。此窗口显示关于摄像机的信息。
实况图像窗格工具栏中的时间始终为所显示摄像机的本地时间。回放图像窗格工具栏中的时间始终为所
录制视频的时间。

参阅
– 使用的图标, 页面 111
– 显示文本数据, 页面 80

16.13 搜索框
您可以使用搜索框在逻辑树、收藏夹树和书签中搜索项目。

1. 主窗口 >  >  或  或  选项卡 > 右击所需的根节点或所需的项目 > 单击
树搜索，或：
在逻辑树窗口、收藏夹树窗口和书签窗口中按Ctrl+F。

此时显示搜索框 。
2. 键入代表项目显示名称的搜索字符串。

搜索在键入时立即触发，并且第一个与搜索字符串相匹配的项目会标记出来。
如果未找到搜索字符串，则搜索框的背景色会发生更改。

3. 单击  或  以标记上一个或下一个匹配的项目。
搜索将处理树中与搜索字符串匹配的所有项目，而不仅仅是处理所选树节点中的项目。

4. 单击  关闭搜索框。

16.14 导出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您可以导入已导出的视频数据，在图像窗格中进行显示，在其中搜索特殊数据，然后重新加载。

参阅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 正在加载导出的视频, 页面 72

16.15 地图 窗口

主窗口 >  > 将地图从  拖放至  选项卡
或

主窗口 >  > 将地图从  拖放至  选项卡
显示站点地图，它不能显示视频内容，且不仅限于使用 4:3 比率。
如果地图无法在地图窗口中完整显示，则可以拖动地图。此时会显示一个特殊光标。

单击以获取详细步骤说明：
– 显示站点地图, 页面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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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6 云台控制 窗口

主窗口 >  > 云台控制选项卡

当PTZ摄像机或摇摄/俯仰摄像机在选定的图像窗格中显示时，  窗口会进入活动状态。
允许您用选定图像窗格中显示的相应功能控制摄像机。

单击这些控钮以进行数字放大或缩小。甚至在选择非 PTZ 摄像机时，这些
控钮也会处于活动状态。

单击箭头，或拖放中间的控制杆，以将摄像机旋转至所有方向。

单击这些控钮以放大视角（变焦角度）/缩小视角（广角）。

单击这些控钮以设置近焦/远焦。

单击这些控钮以关闭光圈/打开光圈。

预定义位置：
选择一个条目以将 PTZ 控件移动至预定义的位置。

单击以将 PTZ 摄像机的当前位置保存至所选的预置位条目。

辅助触点命令
选择一个项目以执行此命令。

16.17 时间链 窗口

主窗口 >  >  选项卡
允许您控制录像的回放。 您可以同时显示数个摄像机。
仅在以正常速度播放视频时，才能使用音频回放。
如果您有权显示录像，则也可以收听相应的录音。
如果您选择另一个时区，则会相应地更改时间链。
允许您浏览录像。 所有显示的图像窗格中的回放都是同步进行的。
许多功能使您可以准确找到所需的场景。
Operator Client和BVMS Export Player中用于录像的时间链通过颜色或阴影显示以下信息：

录像 色彩

连续录像

录像丢失/无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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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像 色彩

受保护的录像 原始颜色上有深灰色斜条纹（例如： ）

受限的录像 原始颜色上有深灰色斜条纹（例如： ）

音频

未加载数据

搜索结果

 / 
单击可放大或缩小时间线。

移动滑块可调节所显示摄像机的回放速度。

使用控件可控制所显示摄像机的回放。
从左到右：
– 跳至最旧录像
– 单帧后退（不考虑帧类型）
– 快退，您可以用速度滑块更改回放速度
– 暂停播放或快退
– 播放，您可以用速度滑块更改回放速度
– 单帧前进（不考虑帧类型）
– 跳至最新录像

输入用于在时间链中快速定位细线的时间。

单击此按钮将细线移动至时间字段中指定的时间。

选择您希望切换至的录像模式。

单击此按钮显示选择搜索参数对话框。

单击此按钮显示搜索文本数据对话框。

单击此按钮显示导出视频对话框。

显示图像窗口中显示的所有摄像机。
如果您登录到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则会显示摄像机名称，并以此
摄像机的Management Server的名称作为前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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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摄像机列表中各摄像机的时间链。
允许您快速定位以播放相应的视频录像。

参阅
– 更改回放速度, 页面 63
– 使用时间链, 页面 63
– 查找日志条目, 页面 75
– 导出视频数据, 页面 67
– 验证视频数据的真实性, 页面 65
– 保护或取消保护视频, 页面 64
– 限制或取消限制视频, 页面 63
– 删除视频数据, 页面 65
– 正在加载导出的视频, 页面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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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键盘快捷方式
本节列出了 US 布局键盘的可用键盘快捷方式。
+ 表示必须同时按下每个键（例如，Control+z 表示同时按下 Control 键和 z 键）。
安装光盘中提供了可供打印的 Acrobat 文件。 该文件的名称为 keyboard_layout_en.pdf。

17.1 一般控制
功能 快捷键

显示联机帮助 F1

重命名（例如在收藏夹中） F2

17.2 回放控制
功能 快捷键

播放/暂停 空格键

上一帧 ,

下一帧 .

将播放方向设为正向。 Enter

将播放方向设为反向。 Backspace

跳至最旧录像 Home

跳至最新录像 End

提高回放速度 Page Up

降低回放速度 Page Down

17.3 图像窗口控制
下列键盘快捷方式仅在图像窗口处于活动状态时才可使用。

功能 快捷键

移动所选的图像窗格 光标键

关闭图像窗格 Delete

关闭所有图像窗格 Control + Delete

显示较少的图像窗格行 F7

显示更多图像窗格行 F8*

显示/隐藏图像窗格栏 F9

*注：不能显示超过配置的最大值（由BVMS Configuration Client中的参数设置）
的图像窗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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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故障排除
本章介绍如何使用 BVMSOperator ClientBVMS Export Player 处理已知问题。

声卡录音控制中的设置出现问题

问题 原因 解决方案

当将话筒用于对讲功能时，发生
声学反馈。

在声卡的录音控制中必须选择话
筒，而不要选择立体声混合（或
其它）。
Operator Client 在启动期间会
检查其配置文件，并相应更改录
音控制中的设置。 该配置文件包
含可能与您的系统配置不匹配的
默认条目。 每次启动
Operator Client 期间，均会恢
复该设置。

将 Operator Client 配置文件中
的设置改为话筒。

支持
访问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获取支持服务。
博世安防通讯系统在以下方面提供支持：
– 应用程序和工具
– 建筑信息建模
– 保修
– 故障排除
– 维修和更换
– 产品安全

博世智能建筑科技培训学院
访问博世智能建筑科技培训学院网站，获取培训课程、视频教程和文档：www.boschsecurity.com/
xc/en/support/training/

18.1 重新连接 Bosch IntuiKey 键盘
1. 再次插入电缆或等待直至工作站联机。

此时 Off Line 信息会消失。
2. 按下 Terminal 软键以进入 BVMS。

http://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apps-and-tools/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bim/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warranty/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trouble-shooting/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repair-and-exchange/
https://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product-security/
http://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training/
http://www.boschsecurity.com/xc/en/support/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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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
ANR

自动网络补偿。一个集成进程，可在网络发生故障后将
丢失的视频数据从视频收发器复制到网络录像机。所复
制的视频数据刚好弥补在网络故障之后发生的视频缺
失。因此，收发器需要有任何形式的本地存储设备。此
本地存储设备的记录容量通过以下公式进行计算：（网
络带宽 x 预计网络停运时间 + 安全余量）x（1 + 1/备
份速度）。由于必须在复制过程中继续执行连续录像，
因此需要生成的录制容量。

DNS

Domain Name System（域名系统）的缩写。 DNS 服
务器使用 TCP/IP 协议将 URL 地址（例如
www.myDevice.com）转换为网络 IP 地址。

Enterprise Account

Enterprise Account是一项授权，它使Operator
Client用户能够连接到属于Enterprise System一部分
的Management Server的设备。此Management
Server的设备的所有权限都在Enterprise Account中配
置。Operator Client可以同时连接到属于此
Enterprise System一部分的所有Management
Server计算机。此访问可由Enterprise User Group的
成员身份控制，也可由此Management Server的
Enterprise Account中配置的设备权限控制。

Enterprise System

Enterprise System是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的一项功能，它允许Operator Client用户同时
访问多台Management Server计算机。

Enterprise User Group

Enterprise User Group是在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上配置的用户组。Enterprise User Group用于
定义获得同时访问多台Management Server计算机的
授权的用户。定义这些用户可用的操作权限。

iSCSI

Internet 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Internet 小型计算机系统接口）的缩写。
该协议通过 TCP/IP 网络来管理存储。 iSCSI 允许从网
络的任何位置访问存储的数据。 特别是伴随着千兆位以
太网的出现，iSCSI 存储服务器以远程硬盘的形式简单
地连接到计算机网络已变得经济实用。 在 iSCSI 术语
中，提供存储资源的服务器称为“iSCSI 目标”，而连接
该服务器并访问其资源的客户端则称为“iSCSI 启动程
序”。

Management Server

用来管理设备的BVMS服务器。

MOV

Apple的QuickTime Player所使用的默认视频格式的文
件扩展名。

MP4

MP4是用于储存视频和音频的一种常用的数字多媒体容
器格式，但它也可用于储存其他数据，例如，字幕和静
态图像。大多数软件媒体播放器都支持MP4文件。

Operator Client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的组件，可提供
用户界面以便于系统监控和操作。

Operator Client 工作站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环境中的计算
机，用于查看实况视频和回放视频，并可执行配置任
务。Operator Client 安装在此计算机上。

PTZ 摄像机

具有摇摄、俯仰和变焦功能的摄像机。

ROI

敏感区。ROI 的预期用途是在使用固定式 HD 摄像机放
大摄像机图像的某个部分时节省带宽。这个部分的行为
类似于 PTZ 摄像机。

Server 查找

Configuration Client 或 Operator Client 的用户依次
连接到多个系统接入点的访问方法。 系统接入点可以是
Management Server 或 Enterprise Management
Server。

TCP

传输控制协议。 以连接为导向的通信协议，用于通过
IP 网络传输数据。 提供可靠和有序的数据传输。

UDP

用户数据报文协议。无连接协议，用于通过IP网络交换
数据。传输视频时，由于UDP的开销较低，因此它比
TCP更为高效。

unmanaged site

BVMS中的设备树的项目，其中可能包含视频网络设备
（例如数字录像机）。这些设备不受您的系统的
Management Server管理。Operator Client的用户可
根据需要连接到unmanaged site中的设备。

UTC

协调世界时

Video Analytics

Video Analytics是一个软件进程，用于将摄像机图像与
存储的特定人或物的图像进行对比。如果两者匹配，该
软件将触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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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deo Streaming Gateway (VSG)

允许集成 Bosch 摄像机、ONVIF 摄像机、JPEG 摄像
机和 RTSP 编码器的虚拟设备。

VRM

Video Recording Manager（视频录像管理器）的缩
写。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中的软件包，
用于管理网络中iSCSI设备上带有音频数据和元数据的
视频（MPEG-4 SH++、H.264和H.265）的存储。
VRM 拥有一个包含录像来源信息和相关 iSCSI 驱动器
列表的数据库。VRM 被视为一项在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网络中计算机上运行的服务。
VRM 本身不存储视频数据，而是将 iSCSI 设备上的存
储容量分配给编码器，同时处理多个 iSCSI 设备间的负
载平衡。 VRM 流从 iSCSI 回放到 Operator Client。

报警列表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中用于显示活动
报警列表的窗口。

报警图像窗口

显示一个或多个报警图像窗格的图像窗口。

报警优先级

任何报警均会分配一个优先级。 报警经配置后，可按优
先级自动显示在报警图像窗口中（弹出）。 此外，还可
为每位用户的实况/回放显示屏分配优先级。 当用来接
受报警的优先级高于用户显示屏的优先级时，报警会自
动在报警图像窗口中显示其报警行。 如果报警图像窗口
当前未显示，则它会自动替代已启用报警显示功能的监
视器上的实况图像或回放图像窗口。

边缘扭曲校正

在摄像机中执行的扭曲校正。

编码器

将模拟流转换为数字流，例如，这可以将模拟摄像机集
成到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等数字系统
中。 某些编码器可能带有本地存储（例如闪存卡、
USB 硬盘），或者将视频数据存储在 iSCSI 设备上。
IP 摄像机内置有编码器。

参考图像

参考图像会与当前视频图像连续进行对比。 如果标记区
域中的当前视频图像与参考图像不同，则系统触发报
警。 此参数允许您检测其它方式无法检测出的破坏情
况，例如，如果旋转摄像机。

倒退时间

图像窗格切换为即时回放的秒数。

点

一台连接至安防系统的探测设备。在数字键盘上单独显
示并且配有自定义文本的点。该文本可能描述单个门、
运动传感器、烟雾探测器或受保护的空间（例如楼上或
车库）。

防盗控制面板

博世入侵（盗窃）安防系统中的核心设备的通用名称。
键盘、模块、探测器和其他设备连接到控制面板。

非接触式部署

一种无需更改注册表或共享系统组件即可自动下载、安
装和运行.NET应用程序的方法。如果是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则可使用非接触式部署从
Management Server更新Operator Client。当
Management Server上存储了新版本时，和当一个用
户登录到Operator Client时，更新即会发生。 如果借
助一个Operator Client来对多台Management Server
计算机操作，则非接触式部署仅使用存储在Operator
Client上次已成功登录的Management Server上的软
件版本。当您尝试使用不同的应用程序版本登录到另一
Management Server时，该版本将显示Management
Server未联机，因为软件版本不匹配。

分析查看器

用于显示Operator Client中的Video Analytics报警的
外部应用程序。

辅助 VRM

BVMS环境中的软件。确保由一个或多个主VRM执行的
录像，也同时由另一iSCSI目标进行录像。录像设置可
与主VRM的设置不一致。

故障转移 VRM

BVMS环境中的软件。如果主VRM或辅助VRM发生故
障，将接管其所分配的任务。

回放模式

Operator Client 功能。 用于回放和搜索存档视频。

即时回放

在实况屏幕的图像窗格中播放选定摄像机的录制图像。
可以配置启动时间（延迟秒数或倒退时间）。

监视器组

与解码器相连的一组监视器。监视器组可用于指定物理
区域中的报警处理。例如，在三个相互分隔的控制室进
行的安装可能具有三个监视器组。监视器组中的监视器
按逻辑方式配置到行和列中，并且可以设置为不同的布
局，例如全屏或四画面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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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编号

逻辑编号是指为了方便引用而为系统中每个设备分配的
唯一 ID。 逻辑编号仅在特定类型的设备当中是唯一
的。 逻辑编号的典型应用是命令脚本。

逻辑树

所有设备按自定义结构组织而成的树。 在 Operator
Client 中，逻辑树用于选择摄像机和其它设备。 在
Configuration Client 中，可在“地图和结构”页面上配
置完整逻辑树，在“用户组”页面上为每个用户组定制。

内部对讲功能

用于通过编码器的扬声器进行讲话。 此编码器必须具有
音频输入和音频输出。 每个用户组都可授权使用内部对
讲功能。

扭曲校正

使用软件将通过鱼眼镜头拍摄的带径向失真的圆形图像
转换为直线图像以便正常查看（扭曲校正是对失真的校
正）。

清除

GDPR（一般数据保护条例）中的清除权规定，数据主
体有权在30天内以任何理由要求删除与其相关的个人数
据。

区域

一组连接至安防系统的 探测设备。

全景摄像机

带有360度或180度视角的摄像机。

绕过

可以选择从安防系统中删除点。可以绕过某个点，以便
为有窗口打开的外围设备设防。

热点

地图上的鼠标感应图标。热点在Configuration Client
中进行配置。热点可以是摄像机、继电器、输入等。操
作员通过它定位和选择建筑物中的设备。配置后，一旦
发生特定状态事件或报警，热点将以闪烁的背景色显
示。

日志

容器，用于记录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中发生的所有事件。

摄像机序列

一组逐次显示的摄像机。每个摄像机都显示某一特定的
时间（停留时间）。有两种序列类型：预定义和自动。
预定义序列由管理员定义。这些序列的图标位于逻辑树
中。当您将多个选项或一个文件夹从逻辑树中拖放到图
像窗格或解码器时，便会创建自动序列。此文件夹或选
项中的所有摄像机在图像窗格中依次显示。您可以通过
在收藏夹树中创建文件夹来生成自己的序列。

时间链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用户界面的一部
分。 它以图形的方式显示选定摄像机的录像时间。 通
过时间链，您可以浏览记录的视频。

事件

与报警和/或操作相关联的场合或状态。 事件可以由很
多源引起，例如摄像机、存档程序、目录、数字输入等
等。它们可以包括开始录像状态、信号丢失状态、硬盘
已满信息、用户登录、数字输入触发器等等。

视图

一组图像窗格，您可以调用以进行实况查看。 序列不能
作为视图的一部分。

收藏夹树

书签

用于存储实况或录制视频的时间段。这样可为特定场景
贴上标签以备将来调查。此外，您还可通过导出书签与
其他用户分享您的调查结果。

双工

用户定义双方之间数据传输方向的术语。 半双工允许数
据双向传输，但不能同时。 全双工允许数据同时传输。

双重授权

要求两个不同的用户登录到 Operator Client 的安全策
略。 两个用户都必须是常规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用户组的成员。 该用户组（或
这些用户组，如果用户是不同用户组的成员）必须是双
重授权组的一部分。 双重授权组在 Bosch Video
Management System 中有其自己的访问权限。 与用
户所属的常规用户组相比，该双重授权组应具有更多的
访问权限。 示例：用户 A 是用户组组 A 的成员。 用户
B 是组 B 的成员。 此外，双重授权组将组 A 和组 B 作
为成员。 对于组 A 用户，双重授权是可选项，而对于
组 B 来说，它是必选项。 当用户 A 登录时，会显示用
于确认登录的第二个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第二个用
户（如果存在）可以登录。 如果没有，用户 A 可以继
续操作并启动 Operator Client。 他因此仅享有组 A
的访问权限。 当用户 B 登录时，也将会显示第二个登
录对话框。 在此对话框中，第二个用户必须登录。 如
果没有，则用户 B 无法启动 Operator Client。

停留时间

在摄像机序列中，各摄像机在图像窗口中依次显示的预
设时间。

图像窗格

用于显示单个摄像机的实况或录像视频、站点地图、文
档、序列、监视器组、外部应用程序或地图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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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窗格布局

图像窗格的排列布局。

图像窗口

图像窗格的容器，窗格按图像窗口布局进行组织。

文档

BVMS支持的文档文件有HTM、URL、MHT、HTML、
TXT。

用户组

用户组用于定义常规用户属性，如权限、特权和 PTZ
控制优先级等。 成为某个组的一员后，用户会自动继承
该组的所有属性。

站点

用户创建的实体，它将相关联的系统源分为一组，以便
于查看和管理。 通常情况下，站点对应于一个物理位置
（如建筑物或楼层），不过，它可能用于表示任意概
念。 它包含一个 Management Server，通常还有
Configuration Client 和多个 Operator Client 安装。

真实性

用于指示原始来源的录制视频状态。这意味着，录制的
视频没有被篡改。

智能跟踪(Intelligent Tracking)

智能跟踪(Intelligent Tracking)是在支持跟踪选定对象
的摄像机上运行的软件进程。

智能视频分析(IVA)

该算法可以在某个由视频摄像机监视的场景中，检测对
象的特定属性和行为，由此生成的报警事件反过来可通
过CCTV系统进行处理。 在智能视频分析(IVA)设置激活
状态下进行录像是之后能够有选择地快速搜索视频材料
的先决条件。 智能视频分析(IVA)使您能够捕获和评估
对象的定向移动，大大降低了误报的可能性。 智能视频
分析(IVA)还能自动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条件，因此对
雨水和树木移动等类似现象产生的影响不敏感。 尤其是
在用于取证搜索时，智能视频分析(IVA)可根据颜色特
征来过滤移动物体。借助智能视频分析(IVA)算法，可
以有选择地搜索大量视频材料来寻找带有特定颜色属性
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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