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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說明書 

歡迎您使用 HDMI&VGA 網路視頻編碼器。 在您正式使用設備之前，建議您仔

細閱讀本使用說明書。為確保設備 

安全及保護設備避免電氣損傷，請遵照本說明書的指導進行安裝使用本產品，或 

在專業人員指導下進行安裝使用。錯誤連接或安裝將有可能造成設備永久損壞。 

 

    請注意： 

 本說明書所含有的產品外觀圖片、截圖圖片，因產品功能的升級變更

而可能有所不同。請以實際產品為主。 

 本產品軟體功能可進行升級，經升級後的新功能在本說明書中沒有說

明。 

 

指示圖示 
 

警示：需要您特別注意細節可能危及安全。 

小心：需謹慎操作否則可能損壞設備功能。 

注意：使用提示或附加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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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HDMI&VGA 視頻編碼器 操作說明 

HDMI&VGA 編碼器是一款將 HDMI/VGA 視頻訊號壓縮轉換成 H.264 網路壓縮的編

碼傳輸設備。編碼後的媒體流可以支援標準 RTP/RTSP 傳輸協定、 RTMP 廣播推送

協議，同時還符合 ONVIF 1.1/2.0 規範標準，可方便地對接 NVR 設備/平台、廣

播伺服器；HDMI&VGA 編碼器還提供支援方便與各種第三方軟體管理平台。 

1 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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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VGA 編碼器支援一路 HDMI 視頻輸入、一路 VGA 訊號輸入，支援高達 

1920x1080p60 的 HDMI 視頻解析度/1920x1200@60Hz 的 VGA 視頻解析度， 

支援 HDMI 內嵌音頻以及類比音頻（Line in）的輸入。編碼器對輸入的視頻和音

頻 進行高品質壓縮，以確保畫質和音質為前提，可向網路推送碼率在 512Kbps 

至 20Mbps 可調的編碼視頻/音頻；遠端配合廣播伺服器、本公司解碼器產品或其

它解 碼產品（設備或軟體），從 TCP/IP 網路接收編碼視頻和音頻，實現解碼輸

出、 廣播 直播、錄影儲存等。 

HDMI&VGA 編碼器具有可靠的性能、廣播級的優秀視頻編碼品質和編碼傳輸低延 

時的特性，可廣泛應用於教學錄影、遠端教育、遠端醫療、廣播與 IPTV 等領

域。 

2.1 介面 

（一） 後面板（介面面板）

介面面板 

（二） 前面板（電源/復歸面板）

2 設備清單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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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Reset 

面板 

3.1 準備 

打開設備包裝，清點產品及附件是否完整。 

3.2 安裝與固定 

請平穩放置編碼器設備，必要時，請做好固定及防護措施。 

請平穩放置和固定設備，以防損壞設備。 

3 設備安裝與連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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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連接視頻訊號 

（1） 連接 VGA 訊號

（2） 連接 HDMI 訊號

將 VGA 訊號，或 HDMI 訊號，通過對應電纜從訊號源（如 PC、播放器等） 

連 接至對應 VGA/HDMI 輸入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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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訊號品質，確保 HDMI/VGA 訊號不易受干擾而出現畫面失真現 

象，請選用優質的 HDMI/VGA 電纜。劣質的電纜可能導致畫面出現雪 

花點、條紋、拖影、模糊甚至完全無法接收訊號。 

3.4 連接網路 

將網路線一端連接到編碼器的 Ethernet 介面。另一端連接到網路交換

機， 也可以直連到電腦的網路接口。 

請注意：使用網路線直接到電腦的接口時，電腦接口應具備自動轉跳線 

功能。否則，請使用交叉網線進行連接。 

實測發現，部分家庭用的小型網路交換機對於編碼器大量連續的視頻 

 資料傳輸支援不好。導致的現象包括網路遺失、視頻馬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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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連接類比音頻輸入/輸出 

3.6    連接 RS-485 控制線(功能保留中) 

該 HDMI&VGA 編碼器支援 RS-485 的控制介面。RS-485 可以用來控制攝影機迴轉 

台（PTZ）、控制其他工業設備，以及 BENESTON 解碼器實現 RS-485 訊號的遠端傳 

輸。 

RS-485 也可以連接到 RS-422 的接收/發送的某一端。但具體的電氣

特性 限制請根據實際應用場景而定。 

RS-485 可以不接地。但是接地後對訊號的傳輸品質、抗干擾能力有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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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連接電源 

使用主機內附的電源供應器（DC12V1A），將 DC12V/1A 直流電源接入到主

機。接通電源後，設備立即開始工作。 

請務必使用原始的電源供應器，或與設備電氣/機械特性相容的 DC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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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LED 燈說明 

名稱 顏色 狀態 說明 

常亮 設備正在編碼 

RUN 綠色 閃爍 
設備正在啟動編碼，或編碼未工作 或設 

備恢復出廠設置時的指示（同時 LINK 
燈也閃爍） 

熄滅 設備工作異常 

LINK 綠色 
常亮 網線已連接 

閃爍 設備恢複出廠設定時的指示（同時 
LOCK 燈也閃爍） 

熄滅 網線未連接 

  POWER 紅色* 常亮 電源已接上 

熄滅 電源沒有接上 

用尖銳工具在設備面板的 RESET 孔位置，頂住重設按鈕， 維持 3 秒以上，
設 

備將恢復出廠設置（包括 IP 位址恢復為原始值 192.168.1.168，所 有編碼參

數恢復 原始設置等）。此時，設備將自動重啟。 

如果設備能正常透過 Web 登入，您也可以通過 Web 管理介面來恢復出廠

設 定。請參見 Web 管理功能的說明。 

5 設備重設（恢復出廠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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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MI&VGA 編碼器支援撥碼開關快速設定編碼器的部分工作選項： 

撥碼開關 狀態 說明 

K1 
OFF 視頻/音頻訊號來源由 Web 介面的參數配置而定 

ON 視頻（HDMI 或 VGA）/音頻（HDMI 或類比輸入） 
訊號來源的選擇由 K2/K3 來決定 

K2 
OFF 

當 K1 為 ON 時，K2 撥至 OFF 位置表示選擇 

HDMI 訊號作為編碼訊號來源；當 K1 為 OFF 時 

選 擇無效 

ON 當 K1 為 ON 時，K2 撥至 ON 位置表示選擇 VGA 

訊號作為編碼訊號來源；當 K1 為 OFF 時選擇

無 效 

K3 

OFF 
當 K1 為 ON 時，K3 撥至 OFF 位置表示選擇 

HDMI 內嵌音頻作為音頻來源；當 K1 為 OFF 
時 選 擇無效 

ON 
當 K1 為 ON 時，K3 撥至 ON 位置表示選擇 Line 

in 訊號作為音頻訊號來源；當 K1 為 OFF 時選

擇 無 效 

K4 

OFF(原始) 正常模式 

ON 

強制設備 IP 位址為 192.168.1.168，主要適用
於 忘 
記設備 IP 位址時，便於連接設備進行相應恢 
複 設置。注意：設備 IP 位址配置正確後，請
不 要 忘記將 K4 撥回至 OFF 位置 

K5-K7 暫未定義 

K8 

OFF USB 工作於主設備模式（用於連接 USB 外設） 

ON USB 工作於從設備模式（用於 PC 通過 USB 連 
接設備進行收集） 

6 撥碼開關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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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器使用 WEB 介面對設備進行管理和配置。 

7.1 設備出廠原始 IP 位址 

編碼器原始 IP 為 192.168.1.168，子網路遮罩為 255.255.255.0。您

可以登入 WEB 管理介面對該位址進行修改。 

7.2 通過 WEB 瀏覽器登入管理介面 

在登入該 HDMI&VGA 編碼器 Web 管理介面之前，請您確保以下網路連接 條 

件： 

 您的電腦與編碼器已經正確連網，保證電腦與編碼器網路的物理連接連

通；  請將您的電腦的 IP 位址設為與編碼器的 IP 位址同網段； 

 嘗試使用 PING 等網路測試工具確定能與編碼器基於 TCP/IP 協定連

通。 以上條件具備後，使用 Web 瀏覽器連結以下位址： 

 http://<設備的 IP 位址> 

例如設備的原始出廠 IP 位址為 192.168.1.168，則請連

結： http://192.168.1.168。此時將出現登入身份認證

對話方塊。 

原始帳號為 admin；原始密碼為 admin 

7 設備配置與管理 

http://192.168.1.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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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WEB 管理介面的語言 

編碼器設備的  WEB  管理介面支援英語。在  WEB  管理介面的右上方，有提

示 目 前語言及登入資訊的資訊欄，在語言鏈結上點選，即可英文介面。 

7.4 修改登入帳號的密碼 

為防止其他帳號隨意登入連結設備，建議登入後立即修改原始登入帳號 

admin 的登入密碼。操作方法為選擇“基本設置 > 帳號管理功能項，在出現的 

介面中修改密碼。 

注意：目前版本軟體中登錄帳號名稱 admin 不
可修改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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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設備工作狀態 

登入到編碼器 WEB 管理介面後，首先出現的是設備工作狀態資訊頁。您也 

可以手動點選 WEB 管理介面的  設置”功能表出現該狀態資訊頁面。 

設備工作狀態資訊頁面將反映目前編碼器的以下狀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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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基本狀態 

設備啟動時間 設備送電後開始工作的時間 
持續運作時間 設備自送電後持續工作的時間長度 

解碼帳號端連接數 目前正在連接的解碼端數量 

處理器負載 編碼器主處理器的負載百分比 

可用記憶體 編碼器系統記憶體剩餘容量 

視頻與音頻訊號狀態 

視頻來源 指示訊號輸入正常與否。顯示資訊所代表的意義描述如
下： 

UNKNOWN（目前未檢測到，或正在檢測   HDMI/VGA 

輸入） VGA（目前視頻訊號檢測或指定為 

VGA） HDMI（目前視頻訊號檢測或指定為 

HDMI） 

視頻訊號鎖定 目前視頻訊號來源的訊號鎖定：正常（目 

前視頻來源有訊號，已鎖定）無訊號 

（目前視頻來源無訊號） 

視頻格式 顯示目前輸入訊號的格式 

音頻輸入 目前音頻訊號的輸入來源： 類比音頻輸入 
（目前音頻輸入來源為 Line in） 

HDMI 內建音頻（目前音頻輸入來源為 HDMI 內建數位 

音頻） 

音頻分辨率 目前音頻的分辨率(Hz) 

編碼狀態 

主碼流： 

編碼模式 目前主碼流的編碼模式（CBR/VBR） 

即時編碼碼率 目前主碼流的實際編碼碼率（備註：H.264編碼系統實 

際編碼碼率與所設定的碼率將有所落差，尤其在 VBR 模 

式更為明顯） 

即時編碼張數 目前主碼流視頻的實際編碼張數（接近但不完全等於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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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的目標張數） 

已編碼張數 目前主碼流已收集和編碼的視頻張數 

子碼流： 

子碼流開啟狀態 顯示子碼流開啟/關閉的狀態，以及子碼流所設定的目

標 解析度格式 

編碼模式 目前子碼流的編碼模式（CBR/VBR） 

即時編碼碼率 目前子碼流的實際編碼碼率（備註：H.264  編碼系統實 

際編碼碼率與所設定的碼率將有所落差，尤其在 VBR 模 

式更為明顯） 

即時編碼張數 目前子碼流視頻的實際編碼張數（接近但不完全等於所 
設定的目標張數） 

已編碼張數 目前子碼流已採集和編碼的視頻張數 

網路狀態 

位址選取方式 顯示目前 TCP/IP 網路的位址選取方式（DHCP 動態選取 
或手動指定） 

IP 位址 設備的 IP 位址 

子網路遮罩 設備的子網路遮罩 

原始閘道 設備的原始閘道 

DNS 設備所設置的 DNS 伺服器位址 

7.6 選擇視頻/音頻訊號來源 

點選編碼器狀態資訊介面上的“選擇訊號來源”鏈結， 

或者選擇 Web 管理介面  視音頻訊號源選擇與圖像縮放功能的視音頻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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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視頻裁切”子功能（如右圖），可以通過軟體 

配置視頻與音頻的訊號源選擇： 

視/音頻訊號源選擇： 

參數 選項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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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數 選項 說明 

編碼器自動偵測 HDMI/VGA 連結哪
個埠有訊號連接，並自動選擇其為 目 
前視頻輸入來源。 

自動偵測 
請注意以下事項： 

視頻來源埠 （1） 當 HDMI 和 VGA 同時連
上 時，HDMI 優先選擇；

（2） 一旦某個埠偵測到訊號， 編
碼器將鎖定該輸入埠，

除非您重新啟動編碼器

HDMI 強行要求 HDMI 作為訊號輸入源 

VGA 強行要求 VGA 作為訊號輸入源 

音頻來源埠 

自動 

當視頻輸入訊號來源為 HDMI ，自動 
選擇 HDMI 內嵌數位音頻作為音頻訊 
號源；當視頻輸入訊號源為 VGA 時， 
自動選擇 Line in 作為音頻訊號來源 

HDMI 內嵌音頻 強行要求音頻訊號源為 HDMI 內嵌 
音 頻，無論視頻輸入是哪個埠 

類比音頻輸入 強行要求音頻訊號源為 Line in，無
論 視頻輸入為哪個埠 

切換音頻訊號源後，編碼器將快速重置（目前已連接的解碼端將被斷開 

連接），此過程大概需要  3  秒左右時間。切換視頻訊號來源，如果兩個

埠 輸入的視頻訊號格式不同，則也將快速復歸。 

視頻和音頻訊號源的選擇，也可以通過撥碼開關 K1,K2,K3 來選擇，

請 參見撥碼開關選項的相關說明。 

7.7 視頻裁切 

我們的設備支援對視頻訊號進行裁切。您可以選定視頻畫面中局部感興趣的 

部分裁切下來，然後進行後續的編碼。 

選擇 Web 管理介面“視音頻訊號選擇與圖像縮放功能的“視音頻來源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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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視頻裁切”子功能（如右圖），在管理介面上 

的“視頻源裁切”選項中可進行裁切選擇： 

裁切方式： 

當選擇裁切方式為“不裁切 （原始）時，完整的輸入視頻將送入編碼系統

進 行編碼； 

當選擇裁切方式為“指定裁切尺寸”時，介面上將出現指定裁切大小的參數 

選項： 

視頻裁切應指定裁切的左上角位置（Left, Top），以及裁切的寬度(Width)

和高 度（Height），單位均為畫面圖素。請注意： 

（1） 左上角座標、寬度、高度的單位均為圖素，值不應小於 0（左為 0 表

示最左邊的圖素，上為 0  表示最頂部的圖素），且不應大於目前視

頻 的最高解析度寬度與高度（例如 1080p 視頻，寬度最大為 

1920， 高 度最大為 1080） 

（2） 如果寬度/高度值為 0，表示橫向/縱向不裁切。

7.8 視頻縮放 

我們設備允許對視頻進行縮小或放大，縮小/放大的倍數最高為 32。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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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設備可以實現將低解析度的視頻放大為高解析度並進行編碼，或反過來，將高 

解析度的視頻縮小為低解析度而進行編碼。配合視頻的裁切功能，設備還可以實

現視頻的局部放大等特殊功能，滿足不同的應用需要。 

視頻縮放的前一個環節是視頻裁切。如果您對視頻進行了裁切，那麼視 

頻縮放是針對裁切後的視頻而進行的。 

視頻縮放功能有兩個層面的含義：第一，視頻尺寸的放大與縮小；第二， 

視頻張數的轉換，包括低張數轉高張數，或者反過來，高張數轉低張數。 

當您選擇縮放能力為 關閉縮放時，視頻縮放功能被禁止，視頻不進行任何的

放大縮小或張數轉換。您輸入視頻（或經裁切後的視頻是多大、是什麼樣的張數，

編碼就為該尺寸及張數。僅當輸入視頻是 1920x1080@50Hz、 

59.94Hz 或 60Hz 時，編碼器會自動將張數減半（減為 25Hz,29.97Hz或 30Hz）。 

當選擇縮放能力為指定的最高能力（如 1920x1080@30Hz(逐行)），那麼，這代表了

經縮放後，最高可以支達到什麼樣的解析度，以及轉換後的張數。 

選擇 Web 管理介面“視音頻訊號源選擇與圖像縮 

放    功能的“視頻縮放”子功能（如右圖所示）， 

將出現如下圖所示的縮放配置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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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最高能力並不代表最終縮放的尺寸。它只限定：（1）視頻縮放最 

大不能超過該最高能力的尺寸大小，實際的縮放尺寸可自由指定【不超 過

最大大小即可】；（2）張數強制轉換為設定的目標張數。 

選定某個縮放能力後，將出現如下的操作介面： 

（一） 特殊縮放尺寸和要求：1:1 輸入/輸出（等同於不縮放）

輸入視頻（或經裁切後的視頻）不經縮放進入編碼，這等同於不縮放，但與 

關 閉縮放引擎  相比，它還是有細微區別： 

（A） 如果輸入視頻（或經裁切後的視頻）大於最大縮放能力的尺寸，僅

取該視頻不超過最大縮放能力尺寸的中間部分；

（B） 張數會轉換為縮放能力的目標張數（例如：選擇縮放能力為

1920x1080@30Hz（逐行），則視頻張數將轉換為 30Hz 逐行）

（二）特殊縮放尺寸和要求：全畫面 

輸入視頻（或經裁切後的視頻）將放大/縮小到最大縮放尺寸的全畫面。考慮 

視頻的不同比例【如 4:3、16:9】，有如下圖像放大/縮小至全畫面的比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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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拉伸：視頻拉伸至全畫面。如果輸入視頻

（或裁切後的視頻）比例與縮放目標的比例不一致，視頻將出現比例失

真。

(B) 維持寬高比：視頻放大至全畫面，但如果輸入視頻（或裁切後的視頻）

比 例與縮放目標比例不一致時，縮持原視頻的比例，此時可能會在畫面

的 左/右或

上/下補充黑邊。

(C) 居中顯示：原視頻並不放大，只是放置

於目標尺寸的中間位置。如果原視頻小

於目標尺寸，四周補黑邊；如果原視頻

大於目標尺寸，將進行四周裁切。

（三）特殊縮放尺寸和要求：自訂縮放尺寸 

指定自定義的縮放大小。自定義縮放大小的前提是寬度/高度不超過縮放

的 最大能力。 

7.9 即時視頻預覽 

在設備工作狀態資訊顯示頁的視頻與音頻訊號部分，有一個點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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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即時視頻”畫面。點選該畫面可以進入編碼器預覽即時視頻。編碼器 

即時視頻查看使用目前免費、另外開源視頻播放器：VLC作為播放元

件。 VLC 播放器可以通過以下位址免費下載選取： 

http://www.videolan.org/ 

同時設備內置了 VLC 在編碼器即時視頻預覽介面，如下圖所示： 

如果目前電腦上沒有安裝 VLC 播放器，請嘗試下載 VLC 播放器元件 並進行安

裝。 但由於瀏覽器的安全性問題，瀏覽器可能會阻止自動下載安裝，請嘗試以下

解決方式： 

（1） 手動下載和安裝 VLC 播放器。

建議您安裝 VLC 最新版本，過舊或過新的版本對於即時預覽編碼器視 

頻  的延時控制均效果不佳。 

即時視頻預覽介面如下圖所示： 

http://www.videola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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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將自動嘗試連接編碼器選取即時視頻並在  WEB  瀏覽器中即時顯示，

但 請 注意以下問題： 

主碼流/子碼流/MJPEG 碼流選擇： 

主碼流為編碼器對 HDMI/VGA 原始視頻（或經裁切及縮放後）的直接編碼， 

解析度高、網路碼率佔用較大；子碼流為原始視頻經過縮小後的編碼，一般分辨 

率較低（低於    D1），網路碼率佔用低。請根據您的實際應用要求選擇主/子碼

流 

/MJPEG 碼流預覽。在即時預覽介面的選項中選擇主子碼流，選擇後，點選選擇 

按鈕。 

防火牆/NAT 穿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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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見下一節關於編碼器穿越防火牆/NAT 問題的解釋。 

7.10 編碼器穿越防火牆/NAT 

當編碼器與編碼視頻接收端不在同一網段時，中間必然要經過 NAT 設備或網 

路防火牆。此時編碼器原始的媒體傳輸方式 RTP/UDP 可能無法穿透 NAT/防火

牆。 為改善這種情況您需要： 

（一） 當使用解碼器/解碼軟體（如 VLC）連接編碼器時

設定 RTSP 連接方式為 RTP over RTSP(TCP)模式。 

（二） 當編碼器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且為區域網路位

址時

如果編碼器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且編碼器使用區域網絡地址（如 

192.168.X.X，10.X.X.X 或 172.16.X.X,172.31.X.X），則編碼器的 80 埠（WEB 

管理 

使用）和 554 埠（RTSP 媒體傳輸協議使用）必須在防火牆/NAT 設備上進行埠 

鏡射。由於 RTSP 媒體傳輸協議映射埠可能非 554，在即時視頻預覽時需要修改

該埠號碼，此時請在即時視頻預覽介面上修改 RTSP 埠 參數為實際鏡射的埠號，

然後點選“播放”按鈕重新連接編碼器。 

7.11 使用解碼器/視頻解碼軟體連接編碼器 

編碼器使用標準的 RTSP 媒體傳輸協定傳輸編碼視頻和音頻，所有支援標準 

RTSP 傳輸協定、支援 H.264 解碼的產品（如軟體解碼器、網路監控軟體支援 

ONVIF）均可連接到編碼器並選取編碼後的視頻和音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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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器的 RTSP 連結 URL 為： 

主碼流： 

 rtsp://<編碼器設備位址>/ch01 

（例：rtsp://192.168.1.168/ch01） 

子碼流： 

 rtsp://<編碼器設備位址>/sub01 

（例：rtsp://192.168.1.168/sub01） 

其中 ch01、sub01 表示 RTSP 的會話標識（Session ID）。 如果編碼器

涉及防火牆/NAT 穿透問題，請參考 7.8 節有關防火牆/NAT 穿透的 

設置說明。如果編碼器在防火牆/NAT上設置了埠鏡射，則編碼器的 RTSP 連結 

URL 為： 

主碼流： 

（例：rtsp://211.0.0.1:554/ch01） 

子碼流： 

（例：rtsp://211.0.0.1:554/sub01） 如果設置了編碼器媒體連結需要身

份認證，則解碼器設備或軟體需要提供身份認證的帳號名稱和密碼。有關媒

體連結身份認證設置，請參考 7.18 節說明。 

rtsp://< 防火牆/NAT  設備的網 路位址>:<RTSP 映射埠>/ch01 

rtsp://< 防火牆/NAT  設備的網 路位址>:<RTSP 映射埠>/sub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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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ONVIF 支援 

編碼器支援 ONVIF 1.1/2.0 規範標準。按 ONVIF 規範，設備支援自動探

測、支 持媒體描述和 RTSP 媒體擷取、支援設備參數設置以及迴轉台設備

（PTZ）遠端控 制功能。 

7.13 系統時間設置 

編碼器內置有 RTC 時鐘，可以在斷電環境下維持系統時間。但首次使用編

碼 器時，需要手動校正系統時間；另外，由於 RTC 時鐘系統的誤差，每隔一段

時間 

（3 至 6個月），時鐘將有數秒的誤差，此時也可能需要進行時間校正。 

選擇功能“基本設置 > 系統時間設置”可以進行時間校正。 

時間校正有幾種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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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同步時間 

從目前電腦同步時間 自動選擇目前電腦的系統時間，並將其設置到編 

碼器設備 

從 NTP 伺服器同步時間 通過  Internet  標準網路授權服務，自動從編碼
器 內建的 NTP伺服器上選取時間並設定到編碼 

器。此時需要注意： 

（1）編碼器必須正確與 Internet 連網

（2）編碼器網路設定的原始閘道、DNS必須正確

設定。

手動設定設備時間 

請按 YYYY-MM-DD HH:NN:SS”格式輸入時間（YYYY 代表年，MM 代表 月， DD 代

表日，HH 代表小時，NN 代表分，SS 代表秒），然後提交時間設定。 

7.14 廣播連結使用者管理 

編碼器可以配置 RTSP 連接使用者（解碼器或解碼軟體）需要身份認證（請參 

考 7.18 節設置），以防止非授權帳號隨意連接編碼器。此時，RTSP 連接使用者

需 要提供帳號名稱和密碼進行身份認證，密碼可以通過功能基本設定 

> 帳號管理 > 廣播連結使用者管理”進行設置。

（一） 帳號

透過點選介面上的修改密碼按鈕，可以修改密碼。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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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恢復出廠設定 

如果帳號修改編碼器的參數導致設備不能正常工作（最常見的情況是修改網 

路位址以致無法通過網路連結編碼器），可以恢復設備的出廠設置，使編碼器的配 

置恢復出廠時的預設值。 

恢復出廠設置有兩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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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過 WEB 介面的“基本設置 > 恢復出廠設置”功能； 二、設備上 

RESET 按鈕（請參見 5 設備重置（恢復出廠設置）一節的描述） 恢復出

廠 設置將導致設備硬體重啟，重啟過程大概需要持續 1 分鐘時間。 

恢復出廠設置後，以下參數將會改變至預設值： 

 登入帳號 admin 的密碼將恢復為 admin； 

 設備的網路位址選取方式將恢復為手動選取； 

 設備的 IP 位址將恢復為 192.168.1.168，子網路遮罩將恢復為 

255.255.255.0；所有視頻、音頻的編碼參數將恢復至出廠的預設值 

 媒體傳輸參數（RTSP 設置）恢復至出廠的預設值； 

 RS-485 埠參數將恢復至出廠的預設值； 

恢復出廠設置後，以下參數將維持不變： 

 RTSP 身份認證的帳號及密碼； 

 系統時間； 

 原始閘道 

 DNS 設置 

7.16 韌體升級 

編碼器支援線上韌體升級，用於更新編碼器的軟體版本。 

透過 WEB 管理介面的“基本設置 > 韌體升級”功能，可以上傳升級檔案

進行線上升級。 



29 HDMI&VGA 視頻編碼器 操作說明 

請注意： 
1、 韌體升級檔案的上傳速度較慢，請耐心等待。 

2、 韌體升級檔案上傳成功後，編碼器將自動重啟設備以進行升級，過程大概需

要持續 1 至 2 分鐘時間（根據升級內容的多少時間有所區別），請耐心等待。 

3、 請不要上傳其他的韌體升級檔案或其他檔案，以免造成設備永久性損壞。 

4、 升級完成後，請通過 WEB 介面的系統資訊 > 版本資訊 查看最新的版本 資 

訊是否與預期一致，確認升級是否成功。 

7.17 網路設定 

通過編碼器的 WEB 管理介面功能“網路設置 > 網路位址和參數，可以配置 

編碼器的 IP 位址及相關網路參數，這些參數包括：IP位址、子網路遮罩、原

始閘道、主要 DNS 伺服器地址和輔助 DNS 伺服器地址。 

編碼器支援 DHCP 動態選取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原始閘道及 DNS 地址

等。 在 “網路位址和參數”配置介面，選擇“位址選取方式為“DHCP  動態選

取 即 可，此時 IP 位址、子網路遮罩、原始閘道和主要 DNS 伺服器、輔助 DNS 

伺服 器參數將禁止修改。 

注意：設置位址選取方式為 DHCP 動態選取 後，請手動重新啟動編碼器設 

備 使之更新 DHCP 位址選取。 

7.18 多媒體發佈參數設置 

多媒體發佈參數設置 主要設置編碼器基於 RTSP 服務、RTP 推送、RTMP 

推送 等 方式對廣播進行發佈的選項。 

通過 WEB 管理介面的“網路設置 > 媒體發佈參數”功能可以進入該設定

介面，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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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碼流的媒體發佈參數與主碼流相同，因此，子碼流的媒體發佈參數請 

參照主碼流設定，本說明書不多作說明。 

廣播發佈方式： 

RTSP 服務 解碼端/接收端通過 RTSP 連接來選取媒體流 

RTSP 服務 

+RTP 推送

解碼端/接收端通過 RTSP 連接來選取媒體流，但編碼器還可 

以主動以 RTP/UDP 方式推送視頻/音頻媒體至指定的目標地 

址及埠上 

RTP 推送 編碼器主動以 RTP/UDP 方式推送視頻/音頻媒體至指定的目 

標 位址及埠上 

RTMP 服務 編碼器作為 RTMP 伺服器形式存在，允許 RTMP/Flash 帳號端 
（播放器）直接連接並播放視頻【備註：目前版本韌體暫不 

支援該功能】 

RTMP 推送 編碼器以 RTMP 推送方式將視頻/音頻媒體流推送至 RTMP 發 

布點 

RTSP 服務的參數設置 

RTSP 監聽埠 RTSP 服務的監聽埠。RTSP 服務的原始埠為 554(T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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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SP 身份認證 設定 RTSP 連接編碼器時，是否需要進行身份認證。RTSP 

身 份認證的帳號管理在 基本設置 - 帳號管理 - 廣播連接

帳號管理”中進行。 

RTSP 對話名稱 
RTSP 連結的 Session ID（會話 ID）。設備主碼流 Session
ID 原始為 ch01，子碼流原始為 sub01。 

RTSP 群播 RTSP 是否開啟群播傳輸功能。開啟 RTSP 群播後，RTSP 客 

(Muticast) 戶端連接編碼器，將以群播的方式發送廣播內容。群播方 
式 無論同時多少客戶連接，媒體的網路發送僅推送一次，這

樣 可以很好地節省網路頻寬。但網路群播能否跨網段、穿越

Internet，取決於網路設備的配置與能力。 

群播組 IP 開啟 RTSP 群播時，參數指定群播地址。 

視頻群播埠 開啟 RTSP 群播時，參數指定視頻的群埠。 

音頻群播埠 開啟 RTSP 群播時，參數指定音頻的群播埠。 

RTP 推送的參數設置 

視頻推送位址 

（IP 或功能

變 數名稱） 

指定 RTP 推送視頻的目標位址（可以為 IP 或功能變數名 

視頻推送埠 指定 RTP 推送視頻的目標埠 

禁止視頻推送 勾選本參數，表示視頻不推送；去除勾選表示允許視頻推送 

音頻推送地址 

（IP 或功能
變數名稱） 

指定 RTP 推送音頻的目標位址（可以為 IP 或功能變數名 

稱） 

音頻推送埠 指定 RTP 推送音頻的目標埠勾選本參數，表示音頻不推 

禁止音頻推送 送；去除勾選表示允許音頻推送 

RTMP 推送的參數設置 

RTMP 發佈點 完整的 RTMP 推送發佈點 URL（如 

rtmp://10.51.131.25:1935/live/

app）各家平台不同 

帳號名稱 如果 RTMP 伺服器要求身份認證，指定認證的帳號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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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碼 如果 RTMP 伺服器要求身份認證，指定認證的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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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向音頻對講網路傳輸參數 

編碼器支援與本公司配套解碼器或 PC 端軟體之間的雙向語音對講。雙向語 

音對講將另外開啟一個 TCP/IP 服務頻道接收對方送過來的語音，該服務頻道的

監聽埠在此處設置，原始埠為 1260。 

7.19 視音頻編碼參數設置 

視音頻編碼參數用於設置編碼器視頻 H.264 編碼和音頻編碼的參數選項。典 

型的參數包括：編碼張數設置、編碼碼率設置、編碼畫質控制和延時控制等。視 

音頻編碼參數設置請在 WEB 管理介面的 編碼設置 > 視音頻編碼參數”功能介 

面處操作。 

主碼流編碼參數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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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放(Scaling) 本功能為特殊應用場景的後期縮放功能，對於設備，不 

建議對此進行設定（請啟用原始選項：保持與輸入視頻 

一致）。如需對視頻進行縮放，請參見視頻裁切、視頻 

縮放相關的功能說明。 

編碼方式(Bitrate 可選為 CBR 或 VBR。CBR 模式稱之為  定碼率模式  ， 
即 Control) 編碼碼率將以設定的碼率為參考，無論畫面簡單或複 

雜、變化多或少，都將使編碼碼率盡可能接近設定的目 

標碼率；而 VBR 稱之為“變碼率模式 ，即編碼碼率 隨 

著畫面簡單或複雜、變化多或少而有較大的明顯變化， 
但 儘量不超過設置的目標碼率。 

CBR 模式可以帶來更好的畫面品質，但頻寬佔用更多； 

VBR 模式能更節省頻寬，但對畫面品質有一定影響。 

編碼碼率(Bitrate) 提供一系列常用的編碼碼率設置供選擇。 

自定義編碼碼率 手動設置編碼碼率，單位為 b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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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張數模式 原始情況下，編碼張數將自動選擇輸入訊號的張數（如 

(Framerate) 輸入訊號為  1080p30，則編碼張數控制為 30fps）【該

模 式請選擇“自動選擇輸入視頻張數”】。您也可以手動指 

定編碼張數【請選擇“手動指定編碼張數”】，此時請在 

“指定編碼張數”參數項中填寫指定的編碼張數。 

指定編碼張數 如果 編碼張數模式 設置為“手動指定編碼張數 ，請 
在 (Customized 此填寫目標編碼張數。請注意：指定編碼張數不應超 

Framerate) 過實際輸入訊號的張數。 

GOP 大小（I 張間 指定 H.264 編碼的 GOP（I 張間隔），單位為張。I 張

間 隔） 隔的設定與具體的應用相關。在網路條件較好、或對低 

碼率要求較高的場合，建議設定 GOP 大小為較大的 

值； 在網路條件不夠穩定，或對視頻封包遺失影響畫 

質較敏 感的場合，建議設定 GOP 大小為較小的值。 

編碼參考張數 H.264 編碼時用於 P 張編碼的參考張數目。原則上，參

考 張數越多，編碼的品質更好、編碼碼率控制更低。但

是，出於相容性考慮，市面上有很多解碼產品對於多參

考張的編碼支援不好，因此，根據實際情況，建議編碼

參考張選擇為合適的值。

音頻 指定是否開啟音頻。 

音頻編碼 可選定音頻編碼的演算法為 G.711 或 AAC。請注意， 

如 果廣播發佈需要使用  RTMP  推送，或媒體接收端需  
要 錄影為  MP4  格式，則音頻編碼(AAC  Format)應選擇
為 AAC  With  ADTS Header，否則可能出現音頻無法支援
等 問題。 



36 HDMI&VGA 視頻編碼器 操作說明 

子碼流編碼參數設置 

子碼流的編碼參數含義與主碼流相同，因此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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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字元疊加設定 

編碼器可以在編碼的視頻上疊加多個字元，同時可以在視頻上疊加時 間 

資訊。設置編碼器的字元疊加選項請選擇功能“編碼設置 >  字元疊加  。 

文字疊加設置 

字元疊加 可選擇“允許”或“不允許 。 設置允許字元疊加將在 

視頻上疊加設定的字元，否則不疊加字元。 

疊放位置 可選擇“左上角”、“右上角”、“左下角  、“右下角 

和  自定義位置  。  左上角  、“右上角  、“左
下角  、 右下角 分別指定疊加的字元位於視頻的左上、右

上、 左下、右下角，“自定義位置則可由帳號設定字 

元疊加在視頻的特定位置。 

自定義水平位置 如果“疊放位置 設定為“自定義位置 ，則本項用於 
設 定字元疊加於視頻上的水平座標。水平座標從 0 開 

始，每個圖素為一個單位，最大不超過視頻的水平 

解析度（如 1080p 格式的視頻，水平解析度為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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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水平座標不超過 1920，最大為 1919）。自定義水 

平位置代表要疊加字元內容的第 1 個字元左上角在視 

頻畫面上的位置。 

注意：自定義水平位置請設置為 4 的倍數，否則可能 

出現字元顯示異常。 

自定義垂直位置 如果“疊放位置 設定為“自定義位置 ，則本項用於 
設 定字元疊加於視頻上的垂直座標。垂直座標從 0 開 

始，每一個視頻掃描行為一個單位，最大不超過視頻 

的垂直解析度（如 1080p 格式的視頻，垂直解析度為 

1080，所以垂直座標不超過 1080，最大為 1079）。自 

定義垂直位置代表要疊加字元內容的第 1 個字元左上 

角在視頻畫面上的垂直位置。 注意：自定義垂直位置 

請設置為 4 的倍數，否則可能 出現字元顯示異常。 

字體 選擇文字字體。 

文字大小 可選擇為大、“中、“小，可根據不同解析度視頻， 

選擇合適大小的文字。 

文字內容 請輸入要疊加文字的內容，中英文均可。最長不超過 
24 個字元（中文按 1 個字元單位計）。 

日期與時間疊加設置 



39 HDMI&VGA 視頻編碼器 操作說明 

日期與時間疊加 可選擇“允許”或“不允許 。 設置允許日期與時間疊 

加將在視頻上疊加目前系統日期和時間，否則不疊

加。 

疊放位置 可選擇“左上角”、“右上角  、  左下角  、  右下角  
和 “自定義位置。  左上角  、“右上角”、“左下角  、
“右 下角”分別指定疊加的日期/時間資訊位於視頻的左上、 

右上、左下、右下角，“自定義位置則可由帳號設定日 

期/時間資訊疊加在視頻的特定位置。 

自定義水平位置 如果“疊放位置 設定為“自定義位置 ，則本項用於設 
定 日期/時間資訊疊加於視頻上的水平座標。水平座標從 0 

開始，每個圖素為一個單位，最大不超過視頻的水 

平解析度（如 1080p 格式的視頻，水平解析度為 
1920， 所以水平座標不超過 1920，最大為 1919）。自定義水平 

位置代表要疊加資訊的第 1 個字元左上角在視頻畫面上 

的位置。 

注意：自定義水平位置請設置為 4 的倍數，否則可能出 

現資訊顯示異常。 

自定義垂直位置 如果“疊放位置  設定為“自定義位置  ，則本項用於
設 定日期/時間資訊疊加於視頻上的垂直座標。垂直座標從 

0  開始，每一個視頻掃描行為一個單位，最大不超過視 

頻的垂直解析度（如 1080p 格式的視頻，垂直解析度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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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所以垂直座標不超過 1080，最大為 1079）。自定 

義垂直位置代表要疊加日期/時間資訊內容的第 1 個字

元 左上角在視頻畫面上的垂直位置。 注意：自定義垂

直位 置請設置為 4 的倍數，否則可能出現資訊顯示異

常。 

字體 選擇日期/時間資訊的字體。 

文字大小 可選擇為“大  、“中  、“小  ，可根據不同解析度視
頻， 

選擇合適大小的文字。 
格式 選擇日期/時間的表現格式。 

7.21  RS485 與迴轉台控制 

 目前功能保留中 

7.22 快速復歸 

“快速重置 功能用於快速重置編碼器的視頻編碼功能。當由於視頻訊號不 

穩定、參數設置不當而引起編碼器編碼功能異常時，請嘗試執行設備快速重置。 

快速重置大概需要等待 3 秒左右的時間。 

7.23 設備重啟 

“設備重啟”用於編碼器執行重啟，當設備功能異常、通過快速復歸仍無法 

解決問題時，請嘗試設備重啟。設備重啟大約需要等待 1 分鐘左右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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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情況下，設備重啟可能需要借助斷電重啟，即先拔除編碼器電源輸入， 

然後再接上電源。 

警告：不建議您經常使用此重啟的方式對設備進行重啟。此方式對 

設備的硬體和軟體均有可能造成不良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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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不提供。 

8 編碼器 SD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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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設備送電，POWER 指示燈不亮 

請檢查電源供應器是否接通。請務必使用原廠的電源供應器，非原配電源供 

應器的電壓標準、電流標準、連接器規格可能與編碼器設備無法使用，進而導致 

無法正常供電。 

排除電源供應器的故障，如設備送電後 POWER 指示燈仍然不亮，請與原廠 

或經銷商聯繫進行維修或更換。 

9.2 設備送電，POWER 指示燈閃爍 

正常送電後，編碼器的 POWER 指示燈應常亮。POWER 指示燈閃爍請先確認 

電源供應器的問題，包括： 

（1） 是否使用設備原始的電源供應器；

（2） 檢查電源供應器的電壓標準。編碼器支援  12V~24V  DC  寬電壓輸入範

圍， 但建議最好使用 12V DC輸入；

（3） 電源供應器的輸出功率是否符合編碼器的使用要求編碼器最大功率為

7- 8W。

排除電源供應器故障，如果 POWER 指示燈仍閃爍，則可能是編碼器設備故 

障所致。請與原廠或經銷商聯繫進行維修或更換。 

9.3 RUN 指示燈一直閃爍 

編碼器送電後 1 分鐘左右時間內，RUN 指示燈閃爍（或熄滅）為正常。編碼 

器送電啟動過程大概需要 1 分鐘左右時間。啟動完成後，編碼器將檢測 HDMI/VGA 

輸入訊號，如果輸入訊號正常，編碼器開始視頻編碼，RUN 指示燈應常亮；否則 

如有錯誤，應熄滅。 

9 常見問題及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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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N 指示燈一直閃爍有兩種可能的情況： 

（1） 編碼器故障而導致無法正常啟動。檢測該故障的方法為嘗試 ping  編碼

器設 備的 IP 位址，或者用 WEB 瀏覽器打開編碼器的管理介面。如能

正確 ping 到編碼器設備的 IP 位址，或 WEB 連結正常，則表示編碼器

設備正 常； 否則表示編碼器設備故障，請聯繫原廠或經銷商進行維

修。

（2） 輸入訊號異常，編碼無法正常啟動。如果檢查 HDMI/VGA 連接線路正常，

嘗試重啟編碼器後問題仍存在，請聯繫原廠維修。

9.4 RUN 指示燈熄滅 

請檢查 HDMI/VGA 輸入訊號是否正常。 

9.5 LINK 指示燈閃爍或熄滅 

在編碼器送電啟動的 1 分鐘左右時間內，LINK 指示燈熄滅或閃爍為正常現

象。 編碼器啟動成功後，如果乙太網連接正常，LINK 指示燈常亮；否則熄滅。 

如果 LINK 指示燈一直熄滅，請檢查設備的網路連接。 

如果 LINK 指示燈一直閃爍，則可能因為編碼器故障而導致無法正常啟動。

檢 測該故障的方法為嘗試 ping 編碼器設備的 IP 位址，或者用 WEB 瀏覽器打

開編碼 器的管理介面。如能正確 ping 到編碼器設備的 IP 位址，或 WEB 連結

正常，則表 示編碼器設備正常；否則表示編碼器設備故障，請聯繫原廠或經銷

商進行維修。 

9.6 無法連結編碼器的 WEB 管理介面 

請先嘗試用 ping 工具檢測編碼器 IP 位址的連通及正確性。 

如果編碼器的 IP 位址無法連通，請檢查網路連接是否正常，或者編碼器的

網路位址設置是否正確（必要情況下，請恢復設備的出廠設置）。 

如果編碼器的 IP 位址可以連通但 WEB 管理介面無法連結，首先請檢查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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瀏覽器的設置是否正常（如瀏覽器的代理伺服器設置）；排除瀏覽器問題，再請確 

定編碼器是否位於防火牆/NAT 設備之後，如果是，請在防火牆/NAT 設備上進行 

正常的埠映射（請參考 7.8 節說明）。以上問題均排除，如仍然無法連結編碼器 

的 WEB 介面，請嘗試恢復設備的出廠設置。 

以上排除故障方法均採用（包括恢復出廠設置），仍然無法連結編碼器的 

WEB 管理介面，請聯繫原廠或經銷商進行維修。 

9.7 WEB 管理介面提示登入但無法通過身份認證 

此故障現象為：打開編碼器 WEB 管理介面，提示進行身份認證，但輸 入

帳 號名稱和密碼無法通過認證進入管理介面。請檢查和嘗試： 

（1） 輸入帳號名稱和密碼是否正確；

（2） 鍵盤是否大小寫鎖定；

（3） 請嘗試斷電重啟設備再登入；

（4） 恢復設備出廠設置。

9.8 WEB 管理介面顯示異常 

此故障現象為：WEB 管理介面可以正常登入，但圖片顯示不正常，或者 頁 

面佈局混亂。請檢查和嘗試： 

（1） 如果使用 IE 瀏覽器，請務必使用 IE 8.0 以上版本的瀏覽器軟體。IE

6.0 軟體可能導致圖片顯示異常或頁面異常。

（2） 經過驗證可正常使用的 WEB 瀏覽器包括：IE 8.0 及以上版本、

Firefox、 Google Chrome、Apple Safari。非驗證的瀏覽器可能出現

顯示異常。 

（3） 檢查所安裝的附件是否影響 WEB 顯示，例如防毒軟體等。

（4） 請嘗試刪除瀏覽器的暫存檔案，再刷新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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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無法通過 WEB 介面預覽即時視頻 

編碼器的即時視頻預覽需要借助 VLC 播放器插件。編碼器即時視頻預覽頁面 會

嘗試自動下載 VLC 播放器並安裝，但由於瀏覽器的安全性限制，大多數情況下 該下

載安裝會被阻止。如果 VLC播放器插件沒有正確安裝，將無法預覽即時視頻。 

如果 VLC 播放器無法自動下載安裝，請嘗試： 

（1） 將目前編碼器的 WEB 管理位址（如 http://192.168.1.168）增加到瀏覽

器 的 受信任站點列表，然後刷新頁面。當瀏覽器提示您下載組件並安裝

時， 請 接受並安裝。 

（2） 請從預覽介面所給出的鏈結處下載 VLC 播放器安裝檔並手動安裝。

安 裝 完成後，關閉瀏覽器並重新打開編碼器的 WEB 管理介面。

（3） 自行從 http://www.videolan.org/網站下載安裝 VLC 播放器。

如果 VLC 播放器已經正確安裝，但仍然無法預覽視頻，請檢查和嘗試： 

（1） VLC 的版本建議為最新，並選擇完全安裝

（2） 瀏覽器的安全選項是否阻止了 ActiveX 元件的載入。

（3） 經驗證過的瀏覽器包括 IE 8.0（及以上版本）、Firefox、Google

Chrome， 其 他瀏覽器可能因為無法正確載入 VLC ActiveX 元件而不

能預覽視頻。

（4） 編碼器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或者目前 PC 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因

於防火牆/NAT 的影響，原始連接方式無法連接到編碼器設備。請參考

7.8 節的說明，嘗試修改連接方式，進行編碼器的埠映射等操作。 

（5） 編碼器開啟 RTSP 身份認證機制，VLC 播放插件提示輸入帳號名稱和密碼

時沒有正確輸入身份認證資訊，或者編碼器的媒體連結帳號管理處沒有

正確配置用於身份認證的帳號名稱和密碼。 

（6） 已發現部分 Firefox 瀏覽器版本不能自動播放視頻，需要手動點選

介面 上 的“播放”按鈕才能預覽視頻。

http://192.168.1.168/
http://www.videolan.org/%E7%B6%B2%E7%AB%99%E4%B8%8B%E8%BC%89%E5%AE%89%E8%A3%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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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  無法通過 VLC 等播放軟體連接到編碼器 

經過驗證可以通過 RTSP 協定連接並選取編碼器視音頻媒體的播放器 有 VLC 

Media Player、CoreAVC 及 iOS 設備上的 Oplayer 等，VLC Media Player 是最 

理想的 解碼播放軟體。 

經驗證不能連接編碼器的播放軟體包括： Windows Media Player、Real 

Player。 其他軟體尚需驗證。 

請檢查您的播放軟體是否可以正確支援 RTSP 協定並解碼播放 H.264 視頻和 

AAC 音頻。 如果明確媒體播放軟體可以支援編碼器的連接，但仍無法連結編碼 

器，請檢查並嘗試： 

（1） 輸入的 URL 是否正確。編碼器的主碼流 RTSP 連結 URL 為 rtsp://<編碼

器設 備的 IP 位址>/ch01；子碼流 URL 為 rtsp:/ /<編碼器設備的 IP

地 址>/sub01 

（2） 如果連接子碼廣播，但編碼器的子碼流尚未開啟，將無法連結。

（3） 如果修改了編碼器設備的 RTSP  服務埠，請務必在  URL 上加上服務端

口 號。

（4） 如果編碼器設備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請必須進行正確的埠映射。同

時， 連結 URL 將發生變化，形式為： rtsp://<防火牆或 NAT 的網路

IP 地址>:< 映射埠號>/ch01  或  rtsp://<防火牆或  NAT  的網路  

IP  地址>:< 映射埠號 

>/sub01

（5） 如果編碼器位於防火牆/NAT 之後，或目前 PC 與編碼器不在同一網段，

請 嘗試使用 RTP over TCP 模式連接編碼器以便進行防火牆穿越。

（6） 如果編碼器的 RTSP 要求身份認證，請務必提供正確的身份認證資

訊。 如果播放軟體不支援互動式的提示輸入帳號名稱及密碼，請在

RTSP URL 上加上帳號名稱和密碼資訊，形式為： rtsp://<帳號名稱

>:<密碼>@<編碼 器設備 IP 位址>:<服務埠號>/ch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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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ONVIF 軟體無法發現編碼器 

編碼器支援的 ONVIF 規範為 1.1/2.0，請檢查 ONVIF 管理軟體對規範支援

的版 本是否相容。 

編碼器遵循 ONVIF 規範，在啟動時發出 HELLO 廣播訊息；ONVIF 軟體偵測 

設備時，將發出 PROBE 廣播訊息，編碼器可以正確支援該偵測訊息。如果 ONVIF 

管理軟體無法支援上述偵測機制，或因防火牆/NAT 策略限制了廣播消息，可以手 

動 向 ONVIF 管理軟體填寫以下服務位址： 

http://<編碼器設備位址>/onvif/device_service 

9.12 ONVIF 管理軟體無法通過編碼器的 RS485 介面控制迴

轉台（PTZ） 

目前編碼器此功能保留中。 

9.13 編碼視頻只有藍畫面，沒有畫面 

請檢查 HDMI、VGA 訊號的連接是否正常。同時檢查編碼器的設置，所選擇 

的視頻訊號源（HDMI/VGA）是否與實際接入的一致。 

如果撥碼開關 K1 處於 ON 位置，請檢查 K2 視頻來源選擇撥碼的選擇是否

與 實際接入的一致。 

9.14 設備已開啟，網路配置正確，但 RTSP 無法連接編碼器 

首先請檢查編碼器的縮放、裁切等參數是否正確。 請嘗試快速重置編碼

設備。或者重新啟動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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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問題仍然存在，請嘗試恢復設備的出廠設置。 

9.15 編碼有視頻/無音頻 

請確認音頻訊號源的選擇。如果 K1 撥碼開關處於 ON 位置時，請檢查 K3 

開 關的音頻訊號源選擇是否與實際接入一致。 

如果音頻源選擇 HDMI 內建音頻，請檢查 HDMI 訊號來源是否確定有音頻。 

9.16 編碼有音頻，無視頻 

請檢查視頻訊號來源。 

9.17 超過一定連接數量後，視頻出現嚴重碼賽克或畫面停

滯現象 

請減少連接數量。編碼器的網路輸出流量能力有限，隨視頻解析度、張數和 

編碼碼率不同，可併發連接的數量受限（原則上總輸出流量不應超過 40Mbps）。 

9.18  超過一定連接數量後，無法透過 RTSP 連接編碼器 

編碼器設置的 RTSP 併發連接數量為 7。超過後將拒絕連接。 

9.19 某些解碼器或解碼軟體無法正確解碼編碼器編碼的視 

頻和音頻 

編碼器原始採用 H.264/MJPEG 標準進行視頻編碼。與 H.264 不相容的解碼系

統可能無法正確解碼；音頻採用 AAC/G.711 編碼演算法進行編碼，不相容的解碼

系統將無法正確解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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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0  忘記設備的 IP 位址而無法連接和管理設備 

請按 RESET 按鈕維持 3 秒以上，恢復設備的出廠設置。 

Reset IP : 192.168.1.168 

9.21 錯誤修改編碼器的參數無法正常工作 

請恢復設備的出廠設定。 

9.22  HDMI/VGA 訊號來源正常，編碼器無法鎖定訊號 

請檢查連接線的品質。部分非標準的視頻解析度，編碼器不支援。 

9.23 類比音頻有雜音 

請檢查或更換音頻連接線路。 

9.24 編碼器經常當機 

（1） 過多的 RTSP 併發連接、網路塞車、過高的編碼碼率可能引起網路

吞吐量超載而導至編碼器當機

（2） 視頻訊號不穩定，訊號經常性的遺失可能引發編碼器當機；

（3） 編碼器的極限環境工作溫度為最低-20攝氏度，最高 60攝氏度。不

合適的環境工作溫度將引發編碼器工作異常；

（4） 較差的網路環境下，解碼器使用 RTP over TCP 方式連接編碼

器，因為網路傳輸的反復重傳而導致網路吞吐量超載而出現當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