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萬高清 P2P 網路攝像機 ip camera 監控網路攝像頭 720p 

型號: ST-IPC/3CX   

鏡頭大小規格: 6mm 

 

• 720P百萬高清網路攝像機 

• 1、模組擁有 1280x720的高解析度與超短延時。2、內置 IR-CUT 切換，自動可補紅外光

並調節顏色設置。3、滿足特殊環境，支援手動強制開關 LED 補光燈及圖像的彩轉黑控制。4、

支援 p2p功能，免設路由器，支援 IP修改與跨網段監控。5、內嵌 WEB 伺服器，支援 IE網路

監控，支援動態功能變數名稱解析(DDNS)。 

• 產品特點： 

• 1、圖像支援亮處優先、暗處優先、強光抑制。 

• 2、用戶許可權設置：攝像機設置、系統設置、網路設置、雲台設置，錄影重播、

查看日誌、存儲設置、最小化預覽、關閉系統。 

• 3、介面：1 個 RJ45 自適應乙太網口，1 個電源介面。 

• 4、視頻移動偵測 12個區域，靈敏度 0-9 級可調；聯動報警輸出、PC 事件、錄影。 

      5、視頻丟失聯動報警輸出,具有看門狗防止死機功能。 

      6、授權的用戶名和密碼, 支援 16個用戶，9 種許可權級別。 

• 語言支援：中文簡體、中文繁體、英文 

• 功能強大：300MHZ 處理器 全自動 IP 搜索 

產品參數 

• 分型號：ST-IPC/3CX 

• 圖像感測器：1/4〃100 萬圖元 CMOS 感測器 

user
新建印章



• 防水等級：IP66【更適合全天候使用】 

• 同步系統：內同步 

• 支持：移動偵測、移動偵測報警 

• 最低照底：0.01LUX 

• 工作溫度： -20℃——+70℃ 

• 陣列燈：2 顆 

• 增益調整：開/關 

• 有效距離：30 米 

• 鏡頭多種可選：4mm、6mm（默認）、8mm、12mm、16mm、25mm【各

鏡頭合適範圍可參考“鏡頭選配表”或諮詢導購】 

• 工作電源：DC 12V 2A 

• 最低照度：彩色 0.4 Lux@F1.6\黑白 0 Lux@F1.6 

• 視頻碼流：1280x720（主碼流）/432x240（次碼流） 

• 視頻壓縮格式：H.264 HighProfile 

• 工作濕度：10~85% 

• 通訊介面：1 個 RJ45 10/100M 自適應乙太網介面 

• 手機遠程：支援蘋果和安卓系統 

• 支持：P2P 雲技術（支援所有網路） 

• 最短延時：0.1s 

• 信噪比：大於 50dB 

• 鏡頭介面： CS 

• 功耗：＜2W 



• 模組尺寸：38 x38mm 

• 毛重：約 0.51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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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感谢您选购我司网络摄像机，本公司设计生产的高

性能网络摄像机包含了稳定的网络连通性和强大的用户

管理功能：

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兼容性

采用先进的H.264 HP视频压缩技术 

实现超低码率、高清晰画质 

支持本地模拟输出

支持各类信息叠加(如：ID、IP、DDNS服务器等)，
方便使用 

支持双向音频

支持双码流, 即插即用，多种网络云服务开机安防
云监控 

支持各类手机远程监控（iPhone,Windows 
Mobile,BlackBerry,Symbian, Android） 

支持多种网络浏览器（IE、Chrome、Firefox、
Safari） 

支持WIFI(仅-W型支持)

支持3G(仅-T/-M型支持), 配套web、CMS、中心平台
管理软件MYEYE，提供SDK开发 

支持与HVR/NVR对接

支持ONVIF标准。更多详细说明，请参阅机器包装盒
内配套光盘上的《产品使用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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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接口简介

1.1枪机（-E系列）接口说明

.

图1.1  高清枪机网络摄像机接口

1.2（ -B系列）接口说明

.

图1.2  红外防水网络摄像机接口

1.3（-P系列）接口说明

图1.3  红外防水网络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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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机器人（-R系列）接口说明

图1.4  机器人网络摄像机

1.5 卡片机（-K系列）接口说明

图1.5  卡片机网络摄像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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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接口功能说明

DC12/5V电源接口：12/5V直流电源输入，电源用错会造

成摄像机的永久损坏

指示灯：指示设备的工作状态，上电启动过程为红色，启

动完成为绿色，本地录像为绿色闪烁，触发报警为红色闪

烁

报警输入： 开关量输入。常开常闭可以在客户端中配

置，默认为常开输入

报警输出：开关量输出，用于报警时联动输出

RS485输出：用于连接云台或其它485设备

RESET按钮：用于恢复出厂默认，持续按键5秒恢复出厂

默认设置，包括网络IP地址设置

音频输入：音频线性输入，一般与拾音器线性输出相连，

用于监听现场声音

音频输出：音频线性输出，可外接带功放喇叭进行对讲

视频输出：用于图像预览输出，方便调试调焦

接收天线：用于WIFI天线或3G模块天线等

二、 网络操作

2.1 IE操作

2.1.1 给设备供电，按照设备规定要求的电源，配置正确

的电源适配器

2.1.2 待上电1分钟左右设备正常启动，使用网线把设备连

接到交换机/路由器/集线器上（如下图）。

2.1.3 在局域网内使用计算机配置设备的IP。首先配置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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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的IP，设备的出厂IP是192.168.1.10；所以要使计算机

能和设备通信需要确保局域网内的计算机和设备能互相通

信，需要把计算机的IP也设置为192.168.1.X网段的IP。

 2.1.4 找到【光盘资料】>【中文】>【配套工具】找到

UpgradeTool并安装;

2.1.5 打开UpgradeTool，点击IP搜索，若搜索到,在列表

中显示设备IP;（如图）

2.1.6 选中列表中的IP点击【设置设备】，在设置界面修

改设备的IP，把IP设置为需要使用的路由器网段内（摄像

机已 经在同一网段内可略过此步骤） 如图2.1:

图2.1  设置IP界面

 2.1.7 出厂默认设置为：

 IP地址：192.168.1.10 

 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用户名：admin  

 密码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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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本地模拟输出界面

    注：设备本地模拟视频输出功能方便镜头调试，网络

相关配置信息通过模拟视频输出也可以方便获得，如图5
所示（显示30秒后自动关闭）

2.1.8 打开IE，输入IP地址，在登陆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

登入，如图2.3。

图2.3  WEB操控界面

登录成功后，显示如图2.4所示的界面。

图2.4  WEB登录成功界面

2.2客户端操作

2.2.1 按照路径 【光盘资料】>【中文】>【配套工具】找

到，客户端CMS

2.2.2 双击安装包，完成客户端安装，将在桌面上出现

图标，双击打开CMS客户端，如图2.5所示

CMS：默认登陆名 super  默认登陆密码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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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5 CMS登陆界面

2.2.3 监控点管理：系统设置>监控点管理弹出如图2.6所
示界面

图2.6 监控点管理界面

2.2.4 添加网络摄像机到客户端：选择添加设备弹出如图

2.7界面

图2.7添加设备

可以按IP地址，域名，序列号，MAC地址添加设备到

客户端。

按IP地址添加，提供搜索添加和手工添加两种添加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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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添加，点击IP地址搜索，显示局域网内所有在线网络

摄像机的IP地址，选中一个IP地址后点击添加设备>确 定

完成添加。

手工添加，在设备名和IP地址等栏内填入要添加设备的对

应信息，点击添加设备>确定完成添加。

按其他方式添加摄像机到客户端只提供手工添加，

添加方法参考按IP手工添加说明。

 2.2.5 连接摄像机：添加的摄像机在客户端界面左侧显示

设备名称，双击该名称连接摄像机主码流或者右击摄像机

名称选择连接摄像机主码流或辅码流，如图2.8所示

图2.8连接摄像机成功

2.3 公网访问设备（云操作）

2.3.1如果您是第一次使用请从这里开始（或者使用2.3.3章
节介绍的方式登录），如果不是请直接跳过

（1）登陆云服务网站http://xmeye.net

（2）按照新手向导一步步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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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点击“下一步”，搜索IP地址，如下图
所示

     （4）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5）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6）点击“下一步”，进入用户注册页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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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点击“下一步”，显示设备序列号

   （8）点击“下一步”，跳出注册完成页面，如
下图所示

   （9）点击“完成”，跳出如下提示

2.3.2按用户登陆，管理设备（按用户登录，可以管理多台
设备）

    （1）登陆主页http://xmeye.net;选择”按用
户”，然后输入所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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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登录成功后，点击添加设备，可以添加所
需要的管理的设备。

（3）进入”我的设备”界面，双击设备名称，可以
监看设备的图像

2.3.3 按序列号登陆，管理设备

 （1）登陆主页http://xmeye.net;选择”按设备”，
然后输入设备的序列号，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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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然后进入监控画面,如图

2.4 HVR配套使用

2.4.1 登陆HVR

2.4.2 设备配置→管理工具→通道模式：进入通道模式，
如下图所示

查看模拟通道和数字通道的摄像机连接个数和分辨
率，选择合适的通道模式并在相应的框内打钩，点击确
定， 

HVR重启完成设置，图3.1所示模式可连接4路模拟
D1分辨率摄像机；1路1080P，7路720P网络摄像机。

图3.1通道模式

当接入的网络摄像机分辨率超过设置模式的分辨率
或者网络摄像机的编码等级超过HVR支持的编码等级
时， 

       HVR会如图3.2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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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被解码前端IPC分辨率超出HVR设置范围

2.4.3 设备配置→管理工具→数字通道：进入数字通道，
点击左下角的添加按钮，开始添加网络摄像机；我们提供
两种添加方式 有手动添加和搜索设备添加。

（1）添加摄像机到HVR，可参见添加设备到客户端操
作，如图3.3， 图3.3摄像机添加

配置名称：HVR通道名称，可以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设备类型：添加设备的类型，IPC和DVR可选，此处
选择IPC

协议：默认TCP协议不可修改

远程通道：连接设备的通道数，网络摄像机选择1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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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流：HVR连接网络摄像机的主码流或辅码流

IP地址：连接网络摄像机的IP地址，可以手动添加也
可以通过搜索添加

端口号：连接网络摄像机TCP的端口号

用户名：连接网络摄像机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

 (2) 完成设备添加

返回：设备配置→管理工具→数字通道界面，点击右
下角的确定按纽，提示保存配置成功，完成设备添加。

2.4.4 删除添加网络摄像机:

设备配置→管理工具→数字通道，选中设备IP地
址，点击“删除”按钮，再点击确定，删除成功

2.4.5 查看“通道状态”

设备配置→系统信息→通道状态，查看已添加设备的
连接情况。

三、POE供电

通过增加POE供电板配合POE供电交换机实现网线供

电，接口见图3.1，图3.2。

图3.1POE供电板正面

图3.2POE供电板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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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POE供电尾线接口，如图4.4所示：

图4.4：POE尾线接口

四、手机监控

安装新的手机监控软件。安装完成后手机界面出现
如下如图1所示界面

图1 手机监控软件

4.1.1打开手机监控软件，显示如下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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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手机监控软件各项功能

 4.1.2 ：实时预览。点击实时预览显示如下图3所示

界面

图3 手机实时监控界面，双击可将屏幕最大,，也可以横放
手机

按钮对应功能如下：

功能键 名称 功能详述

播放 程序连接设备并开始播放视频

抓拍
抓拍当前图像（抓图文件默认保存到
默认的手机的照片目
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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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
录像

保存当前录像（录像文件默认保存到
默认的手机的录像目
录下）

报警
当发生移动侦测、视频丢失、视频遮
挡等报警时，此灯会
亮，并点击此灯会显示报警信息。

设置
设置DVR的IP地址或者动态域名、端
口、用户名、密码
以及设备别名信息

云台 云台控制

选择
通道

选择播放设备的某一通道的视频

云台
控制

实现云台上、下、左、右控制

变倍 实现拉远拉近

焦距 实现焦距加减

光圈 实现光圈加减

4.1.3 ：设备列表。点击设备列表显示所添加的设

备，如下图4所示：

图4 设备列表

4.1.4  ：添加设备。点击此按钮，出现如下图5所示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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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添加设备                       图6 编辑修
改设备信息

输入设备别名、设备地址、监听端口（与设备端网络
设置中的媒体端口一致）、用户名、密码和通道数量。设

置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添加设备成功。

4.1.5 ：编辑修改设备信息。点击此按钮，然后点击

需要修改的设备，出现如下图6界面：点击右上角

按钮，对设备进行编辑，完成后点击右上角 按钮，

点击 按钮返回设备列表。

4.1.6  ：删除设备。点击此按钮，然后点击要删除

的设备，跳出如下图7提示信息：

图7 删除设备提示信息
点击“确定”删除设备，“取消”取消删除设备。

4.1.7 ：设备设置。点击设备设置，显示如下如8所示

界面：

图8 设备设置图                                  9 设备设置界面

点击设备，可跳出设备信息，能设置。 如图9所示：

1.1.7 ：远程回放。点击远程回放按钮，出现如下

图10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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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0 远程回放                    图11 远程回放录像文件

可对时间、设备、录像通道以及录像文件进行选择，
点击“搜索”，出现如下图11所示的录像文件：

点击文件，进行远程播放，如下图12所示：

         图12 远程回放                         图13 抓拍图片

1.1.8 ：相册。点击相册，可显示抓拍图片，如

下图13所示：
本地录像。点击本地录像，可查看本地录像文1.1.9 

件，如下图14所示：

         图14 本地录像文件                图15 本地录像文件播放

点击任意录像文件，可进行本地录像回放，如下图15
所示：

关于“关于”是这个手机监控软件的说明，如下1.1.10 
图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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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关于监控软件说明

五、常见问题

5.1   IE插件的安装问题
5.1.1 WIN7下IE插件的安装

（1）降低系统的安全级别；在主菜单—运行输入
“msconfig”

然后设置UAC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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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

（2）设置IE的安全级别Internet选项

安全级别

ActiveX控件与插件下的内容全部选择启用就好了。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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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XP系统下的IE插件安装
Xp系统下只需设置IE的安全级别即可，同上操作。

5.2 镜头有暗角 
答：芯片尺寸与镜头不匹配所致， 1/2.5的芯片需要

1/2.5 的镜头或 1/2 的镜头（C接口镜头必需加 CS 转接环
5.3 画面中运动物体有拖影现象 

答：使能了电子慢快门帧率不足引起。为了在暗的环
境中能够达到比较好的图像效果，我们会自动开启电子慢
快门，加长曝光时间，降低帧率，导致拖影现象产生，可
以通过CMS/WEB 关闭此功能

 5.4 带IR-CUT摄像机，IR-CUT不断来回切换

答：在摄像机参数里面设置为IR-CU为“与红外灯同
步切换”。在不配红外灯的场合才选择“自动切换”，根
据亮度值进行切换。

5.5 程序升级升不成功 

答：升级程序与产品型号不对应，请联系技术支持进
行解决。

5.6 设备无法连接上

答：a.用搜索工具搜索看能否搜索到 IP/或者ping一下
设备的ip，看是否是通的

 b.用监视器看模拟输出是否有图像，是否有 IP 地
址等信息叠加 

c.模拟输出有图像但搜索不到 IP 则排查网络接

口，搜索不到 IP 且模拟输出没有检查电源，可以通过网
络接口指示灯排查

5.7 摄像机 WIFI 功能不可用 

答：a.WiFi 模块与设备连接正确良好 

b.目标路由器有支持无线功能且开启

 c.设备输入的目标路由器的密码是正确的 

d.使用的 WiFi 模块是 RT3070 的芯片系列 

e.设备无线 IP 设置的地址与路由器在同一网段内

f.请联系技术支持确认设备程序是支持wifi的版本
的程序，wifi和3G功能不能同时具备；可选配，程序不一
样

5.8 云服务可以登录，但是无法看到图像

答：web插件没有安装，请按照提示下载web插件并安
装；安装的时候请把杀毒软件先关闭，以免被拦截，安装
不完全

说明：本手册只是简单的快速上手操作说明，如

需详细操作说明可参考光盘中的操作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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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保修卡

产品名称 型号

购买日期
经 销
商

购买商场

顾客姓名 职业

电话 邮编

工作单位

联系地址

保修须知
保修期限：一年 本保修卡适用于您购买的本公司系列产品。

1.保修期内在正常状态下使用本产品发生的故障，可以根据此保修

条款的内容，出示保修卡和购货票据，本公司提供免费维修服务；

2.在保修期内，以下情况实施有偿维修服务： 

   （1）物理性损坏 ；

（2）超出三包有效期限或免费维修期限 

（3）未按《使用说明书》的内容使用、维护、保管而导致的故

障或损坏 

(4）因使用盗版、非标准、自编或第三方未公开发行的软件导

致产品不能正常使用的

(5）因坠落、挤压、高温、腐蚀、异物进入设备、不良用电环

境等非正常原因而导致的故障

(6）因自然灾害、战争等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的故障或损坏 

(7）因未经授权维修机构及其人员确认的自行拆卸、修理、安

装造成的产品故障 

(8）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产品序列号、产品保修卡的，

或产品序列号及标贴模糊不清、   

    破损、无法辨识的                               

3.需要保修和维修，请您将保修卡和票据一起送往指定服务中心，

运输费由用户承担。

4.本保修卡请您妥善保管，遗失不补。

为了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请妥善保管好本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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