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明
1、此快速操作指南适用于我司各款 NVR 型号设备。

2、此文本只注重介绍 NVR 硬盘录像机的快速使用操作，详细功能说

明请参见用户操作说明书。

3、此文本说明最终解释权归深圳市捷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所有，若

有疑问之处请与公司商务或技术人员联系。

4、此文本说明更新时请与商务获取最新版本文件。

以下为产品的正确使用方法以及预防危险、防止财产损失等内容，使

用时请务必遵守。

安装环境
 请在 0℃-40℃下放置和使用本产品；

 请不要将本产品置于潮湿、有灰尘的环境下；

 请不要放置在阳光直射或发热设备附近；

 请保持本产品的水平安装；

 请安装在稳定的场所，防止本产品坠落；

 请安装在通风良好的场所，切勿堵塞本产品的通风口；

 请勿将其它设备或者物品放置于本产品上；

 仅可在额定输入输出电压范围内使用；

 请不要随意拆卸本产品；

 连接各种通信线缆时，要注意防雷。严禁室外引进的以太网线缆

直接连接到 NVR；

 请选择硬盘厂商推荐的、适合于 NVR 工作要求的硬盘，以满足长

时间、大数据量的读写要求，同时请从正式渠道购买，以保证硬 盘

的品质。



锂电池安全警告
设备内部使用 CR2032 型号锂电池，如果使用其它型号的电池，可能

会有爆炸的危险。更换电池时，请勿将旧电池投入火中或与生活垃一

起处理，请遵循当地法律法规处理废旧电池。

后面板接口定义

以下操作均以 NVR-QNM-1601 设备为例，其他路数设备的操作与

此类似，截图仅供参考，请以实物界面为准。

1. 分辨率

接上电源，录像机开机。启动完毕后进入“配置向导”，输出系统分

辨率项“ ”，选择“退出向导”则不选择更改系统

分辨率；点击“开始”则进入“手机监控”；在系统分辨率项选择想

要的分辨率再点“开始”，系统则提示重新启动后生效。



2. 手机监控

在手机监控（P2P）项点击“ ”：不进行开机向导操作，直接进

入登录操作；进入手机监控（P2P）项选择“下一步”：系统依次进 入

“有线网络配置”、“摄像机管理”、“硬盘管理”、“录像时间设

置”， 用户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以上功能具体参数达到快速监控录

像。



步骤一：安卓或者苹果系统手机先下载并安装 AView 客户端软件，

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AView 进行下载。

步骤二：NVR 录像机确保连接外网，启用 P2P 功能，点击刷新直到

设备状态在线；

步骤三：安卓或者苹果手机打开客户端软件，输入注册时正确的 用

户名及密码后确认登录；

步骤四：选择“+”号进入添加设备页面，可以手动输入设备 ID 号

或 者扫描二维码图片直接添加设备 ID 号，直至设备添加成功；

步骤五：双击设备即可预览远程预览设备和对设备做相关的参数 设

置。用户也可参见客户端软件说明进行详细设置。 点击“下一步”

进行网络设置。

3. 网络设置

结合现有 IPC 的 IP 地址情况修改网络硬盘录像机的网络 IP 地址。

DHCP 功能为局域网内自动分配动态 IP 地址，IP 实时变化，不建议

客户使用。

点击“下一步”进行摄像机管理。



8. 录像备份

操作：在 NVR USB 接口上插入 U 盘；然后主界面右键→主菜单→录 像

设置→录像备份→选择开始和结束时间及通道号，录像类型→点 击

“查询”→勾选需要备份的文件→点击“开始备份”。

9. 关闭系统

注销：注销当前用户，退出菜单，下次进入菜单需要重新登录；

重启：退出系统，重新启动系统；

关机：退出系统，设备关机。



1、软件安装：安卓或者苹果系统手机先 下载

并安装 AView 客户端软件,也可以直接用手机扫

描如下二维码或者各大应用市场搜索 AView 进行

下载。

2、打开安装好的 AView 客户端软件，注册账

号。

3、确保 NVR 已连接外网，要求用网线与 NVR

的网口直连，并使用局域网内可 用合法的 IP 地

址，在有线配置页面中 设置 NVR 的 IP 地址。



如对局域网环境不了解，或设备处于专线网络上，可以勾选

“DHCP”， 通过路由器自动分配可以使用的合法 IP 地址；如

对局域网环境比较了解，可以通过手动填写 IP地址及 DNS 地址

来连接至 Internet。

4、启用手机监控功能：

勾选“启用手机监控”选项，鼠标点击“刷新”按钮，直到“状态”

栏显 示“在线”。如果 5 分钟后一直显示“不在线”状态，则为上

述第 3 步操 作有误， NVR 与外网连接异常导致，需检查上述第 3步

操作，确保 NVR 与外网连接是正常的。

5、在 客户端软件上添加 NVR 设备：

①第一次登录 客户端软件后，可直接点击页面中的“ ” 添加设

备，在弹出的界面中选择底部 “二维码添加”方式； 已添加设备的

账号，点击右上角“ ”键；



②在弹出的界面中直接扫描设备的 ID二维码，或点击手动输入 按钮

“ ”，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设备的 ID号，完成后在弹出的界面中

输入设备名称，完成设备添加。

6、设备预览：在设备列表界面，点击设备即可进入预览界面，点 击

预览界面中的某个通道，可以单画面预览该通道画面，点击 “ ”按

钮，可以进入到全屏预览状态。



7、预览界面按钮说明：



4. 摄像机管理

开启智能连接 会自动添加不同的设备，直到连接满，已添加 IP的

设备不会重复添加。

添加摄像机 进入到摄像机搜索页面，私有协议能跨网段搜索已正

常通电联网的设备出来，onvif 只能搜索出同网段设备。

添加所有 将搜索到的设备全部添加至通道。

手动添加 当局域网内搜索不到设备 IP或已知设备 IP时，用户可尝

试手动添加功能。

移除设备 点击“ ”，在已添加设备栏中选中某一设备后，点击

移

除设备将会删除该设备。

移除所有 点击移除所有，已添加设备栏中的所有设备将被删除。

点击“下一步”进行磁盘操作

5. 磁盘管理

前端接入磁盘后，通过磁盘管理可查看磁盘数量、工作状态、总容量、

剩余容量及格式类型信息。



* 所有新安装的硬盘在使用前必须进行格式化后才可正常使用。

点击“下一步”进行录像时间设置（定时、动检、报警录像设置）。

6. 录像时间设置

NVR 默认自动开启 24小时手动录像；如客户需要另外单独设置，

可以在此处选择全天定时录像，白天模式录像，夜晚模式录像和自定

义模式录像；设置完成后点击右下角“完成”，退出向导。



* 动检及报警录像必须先在报警管理功能下开启此功能。

操作前需先登录，系统根据登录用户权限提供相应功能。默认登录用

户名：admin 默认密码：没有。用户 admin 出厂预置为超级用户权限。

* 为安全起见，用户首次登陆后，请立即在“用户管理”中更改用

户名和密码。

操作：主界面右键→主菜单→报警功能→移动侦测→选择通道号→

勾选使能开关→设置灵敏值、区域、布防时间→选择报警方式→选

择触发移动侦测报警后需要联动录像的通道→在“录像设置”中，选

择“录像时间设置”→“自定义模式”设置好通道录像时间段，并设

置

相应通道的录像类型为动检录像，保存之后即可移动侦测报警并

联动录像，视频遮挡等报警也是如此设置。





手动录像：

主菜单右键→手动录像→选择录像通道或者所有通道→保存。默认已

经开启全部通道录像。



7. 录像回放

主菜单右键→录像回放→选择通道→双击日期查询某天录像→双击

时间轴回放

步骤 1 点击录像回放，默认四画面分割播放；自动搜索前面 4 个

通道录像，双击时间轴的任意有录像的进度条即可播放；此时可以回

放 3个 800W 设备；如需播放其他通道和时间点录像，先停止播放录

像，然后选择通道号，双击日期时间，自动搜索选择日期录像，双

击时间轴任意有录像的进度条播放。

步骤 2 浅蓝色时间轴为手动录像，深蓝色时间轴为定时录像，绿

色时间轴为移动录像，红色时间轴为遮挡报警录像，橙色为 AI报警

录像；

步骤 3 播放过程中可选择停止、暂停、快进、帧放、慢放等操作；

步骤 4 点击退出回放。



8、分享设备给其他人员：进入预览界面，然后点击右上角的“ ”，

在弹出的菜单中扫描对方账户二维码，或选择手动输入对方的帐号，

点击“下一步”，选择分享的权限，点击“分享”即可。

9、查看硬盘录像：在预览界面，选择预览图像下方的“ ”，默

认进入子菜单中选择“硬盘录像”，即可进入相应通道录像回放界面，

拖动时间轴选择播放硬盘录像；如需切换通道可选择“ ”全屏后，

选择“ ”切换相应通道。



1、软件安装：客户端官方下载地址

http://www.cnjabsco.com/download/lists.html；查找

AMS 工具软件，选择版本下载，根据 PC系统选择相应的软

件下载。

2、软件登录前，请确保手机端已完成注册并添加设备至通道；如

果未注册账号或账号未添加设备，则无法登录或登录后找不到绑定设

备（手机注册账号并添加设备方法参照上文“手机监看方法”）；打

开软件后，填写正确用户名及密码。（手机端在线时 AMS 客户端只能

预览）



3、登陆后，PC 客户端会在左侧列表显示出账号已添加的设备， 选择四画面显示，展开左

侧列表选择单一通道连接或鼠标右 键“全部连接”。

4、登录客户端，用户名：admin，密码：admin，在 “设备管理”项可搜索添加局域网内我

司所有 NVR 和 IPC 并进行预览。具体操作如下：



1.用网线把 NVR 主机的网口与局

域网的交换机连接

2 查看 NVR 主机有线网络 IP地址，

打开电脑 IE，地址栏内输入其

Ip地址 。

* 请确保电脑的 IP 与 NVR 的 IP

地址在同一个网段

3 进入登录界面，输入正确的用

户名(admin)、密码(默认为

空，无需输入)，点击登录(首次

登陆安装控件，点击页面下方

“下载 OCX 插件”，安装过程中

退出 Internet Explorer)

4 登陆后打开通道图标 输出视频预览。也可进入参数设置界

面进行其它功能设置。

监看 监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