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seeCloud易視雲無線監視器 

說明書 

 

 

掃描觀看商品網頁 

 

訊連貿易有限公司所有 www.bd-club.tw 

Facebook索取優惠折扣：https://www.facebook.com/xy66606789 

Instagram索取優惠折扣：https://www.instagram.com/xy66606789/ 

LINE 好友 : @xy6789。 ( 訊億商城 ) 

 

聲明 

非常感謝您購買我們的產品，這個快速操作指南將介紹產品的主要用途，如果您有什麼疑問

請隨時聯繫我們，更多的資訊在我們的網站和技術支援中心。由於軟硬體的升級或更改，本

手冊可能包含不準確的內容，恕不另行通知，若存在對產品描述與實物不符，一律以實物為

准。 

安裝注意事項 

1、硬碟錄影機上請不要放置盛有液體的容器（例如花瓶）。 

2、硬碟錄影機應放置在足夠通風的空間，並防止堵塞通風口。 

3、檢查電源電壓，防止出現電壓不匹配導致器件損壞。 

4、硬碟錄影機應工作在技術指標允許的溫度及濕度範圍內。 

5、硬碟錄影機水準放置，並且避免安裝在劇烈震動的環境下。 

6、電路板上的灰塵受潮後會引起短路，為了使硬碟錄影機能長期正常 

http://www.bd-club.tw/
https://www.facebook.com/xy66606789
https://www.instagram.com/xy66606789/


 

 

工作，可以定期用刷子對電路板、接外掛程式、主機殼等進行除塵。 

7、電池更換不當會有爆炸危險，不建議用戶自行更換電池；如需更換， 

只能用同樣類型或等效類型的電池來更換，切勿嘗試打開或維修電池。 

8、硬碟錄影機安裝施工等須符合規範，可參照相關國家或地方標準。 

開箱檢查 

收到產品後，請打開包裝盒，將設備取出並放置在適當的位置，依據盒內的裝箱清單確認裝

箱產品及附件。如果發現包裝盒內物品有所損壞或任何配件短缺的情況，請及時與經銷商聯

繫。 

 
 

NVR介面說明 

 

1、天線埠：連接5DB天線； 

2、WAN埠：連接NVR到互聯網； 

3、VGA輸出介面：連接顯示器VGA介面； 

4、HDMI高清介面：連接顯示器或電視機HDMI介面； 

5、USB埠：連接滑鼠、U盤； 

6、直流電源輸入（12V 2A）. 

IPC介面說明 



 

 

 

 

1、 WIFI天線：與NVR的wifi連接； 

2、 DC介面：電源輸入（12V 1A）； 

3、 RJ45埠：用於匹配IPC和NVR之間的代碼和有線連接，當攝像機無法用無線信號傳輸時，

可以使用RJ45與NVR通過網線連結，用有線傳輸，無線問題有線解決。 

4、 復位鍵：復位鍵按 5秒以上可恢復出廠設置並進入對碼模式。 

5、 狀態燈： 

不亮→IPC系統未準備就緒或異常 

快閃→IPC正處於對碼狀態 

   長亮→IPC與主機已對碼，連接狀態正常 

慢閃→IPC與主機已對碼，但連接斷開 

注意：夜視模式下，機器正常5分鐘後，狀態燈會關閉，防止燈光干擾。 

無線NVR套裝安裝示意圖 



 

 

 

安裝與連接 

無線套裝採用嵌入式linux作業系統，包括查看，錄製，播放，視頻備份和選擇設置的功能， 

NVR的VGA/HDMI埠需要連接顯示器設備使用。 

1、通過HDMI或VGA埠將顯示裝置螢幕連接到NVR上（產品不包含HDMI和VGA連接線）； 

2、NVR接入電源（12V 2A電源適配器）； 

3、IPC接入電源（12V 1A電源適配器）； 

4、無線套裝正常啟動後，IPC將自動連上NVR，並在螢幕上顯示圖像； 

5、NVR背面的USB埠，可接入滑鼠操作本系統。 

1、安裝硬碟 

1) 擰開主機殼背部和側面的螺絲，取下蓋板。 

 

 

2) 分別將硬碟資料線和電源線一端連接在主機板上，另一端連接在硬碟上（資料線“L”



 

 

型的一端接到主機板上）。 

 

3) 將硬碟錄影機主機殼側立，對準硬碟螺紋口與主機殼底部預留孔，用螺絲將硬碟固定。 

 

4) 蓋好主機殼蓋板，並將蓋板用螺絲固定。 

 

提示：新硬碟必須開機進系統格式化後才能正常錄影。 

      為了信號更好，NVR 主機儘量放到高處開闊的位置。 

1、 錄影設置 

出廠設置預設為全天錄影，如果需要更改錄影設置請按以下操作： 

1.定時錄影：在NVR裡設定您要錄影的時間段。滑鼠右鍵→系統設置→錄影設置→錄影計畫，

點擊“定時”後把滑鼠放在左上角，如圖中數字“1”的位置，按住滑鼠左鍵向右下方拖動

壓要設置的日期，鬆開滑鼠，方欄變為紅色。  

2.移動錄影：設置的特定通道只有在偵測到移動物體的時候才會錄影。滑鼠右鍵→系統設置

→ 錄影設置→錄影計畫，點擊“移動”後把滑鼠放在左上角，如圖中數字“1”的位置，按



 

 

住滑鼠左鍵向右下方拖動要設置的日期，鬆開滑鼠，方欄為綠色。 

3．報警錄影：滑鼠右鍵→系統設置→錄影設置→錄影計畫，點擊“報警”後把滑鼠放在左

上角，如圖中數字“1”的位置，按住滑鼠左鍵向右下方拖動要設置的日期，鬆開滑鼠，方

欄為黃色。 

（注：這裡可以設定任何你想要錄影的時間段，如每天0：00：00-23：59：59即為24h*7天

錄影。NVR檢測到硬碟時，系統預設按24h*7天錄影。） 

 

2、視頻重播 

步驟：主介面右擊滑鼠→點擊“視頻重播”→選擇日期，通道，錄影類型→點擊“檢索”→

即可重播視頻。 

溫馨提示： 

1． 重播按鈕說明： 播放； 暫停； 快進2倍，4倍，8倍； 

2． 檔播放：選擇檔清單中錄影檔，如圖中數字“1”，選擇其中一個錄影段，然後點擊檔

播放，即可對此段檔進行播放； 

3． 視頻備份：選擇檔清單中錄影檔，如圖中數位“1”，插入U盤，點擊視頻備份，即可對

此錄影檔進行備份； 

4． 進度條：可點擊左下角的24小時和1小時，可查看錄影進度條，如圖中數字“2”所示； 

5． 可在有錄影的進度條上，按一下滑鼠左鍵，即可從滑鼠點擊的時間開始重播。 



 

 

 

3、視頻備份 

您可以使用U盤備份視頻，既輕鬆又便捷！ 

1．雙USB口：將U盤接入NVR的USB埠，主介面裡滑鼠右擊→“視頻備份” →選擇備份“通

道” →選擇“錄影模式” →設置“檢索時間” →“檢索” →選擇清單對應的錄影→

“視頻備份”。 

（如果備份失敗，請檢查備份的U盤是否為FAT32格式，NVR只支援FAT32格式的U盤備份）。 

2．單USB口：主介面滑鼠右擊→“視頻備份” →選擇備份“通道” →選擇“錄影模式” →

設置“檢索時間” →“檢索” →選擇清單對應的錄影→“視頻備份”，在提示的1分鐘內

插入U盤，系統將自動備份錄影到U盤。 



 

 

 
 

手機APP遠程 

1 下載“易視雲”APP 

您可在App Store、應用寶等應用市場中搜索“易視雲”進行下載，或者掃描以下二維碼進

行下載，然後運行應用程式，花費幾分鐘註冊帳號。 

 

注意：蘋果手機系統要求iOS系統8.0以上，安卓手機系統要求Android4.4以上。 

2 APP應用程式上添加NVR 

運行“易視雲”APP，登錄您的帳號→點擊“+”到“雲ID”→輸入裝置ID（在NVR的網路設

備找到ID號，或者點擊右下角螢幕)，設備描述（我的設備名），用戶名稱（預設使用者名

稱為admin）和密碼（預設密碼為空）→提交您的添加設備表→點擊設備，開始預覽視頻。 

 



 

 

 

手機APP預覽、重播 

在“易視雲”APP裡，如需同步查看NVR系統裡的視頻，請點擊“遠端重播”，您將進入遠端

播放功能表，APP將自動播放攝像機1，可以點擊“通道”可切換選擇其他通道模式。 

提示：視頻重播的是1080P高清視頻，需要非常好的網路環境，如果視頻播放出現卡頓情況，

建議您使用局域網進行播放。 

 

 

 

詳細介紹 



 

 

功能表列 

點擊滑鼠的右鍵，您將進入主功能表，再次右擊，將退出菜單或者返回。 

 
 

 

 分屏選擇：更改視圖的狀態，可以選擇查看多個或者單個攝像機 

 視頻管理：管理攝像機和NVR通道 

 系統設置：所有的系統設置 

 視頻重播：播放錄製的視頻 

 視頻備份：備份錄製的視頻 

 色彩調節：調整每個攝像機的圖像設置 

 雲台控制：雲台控制或者設置攝像機（僅適用雲台攝像機） 

 輸出音量：調整音訊攝像機的音量（僅適用於音訊攝像機） 

 設置嚮導：教您一步步設置的指南 

 一鍵上網：網路設置的快捷方式 

 無線添加：對碼添加攝像機  

 無線添加：對碼添加攝像機 

 退出系統：登出，重啟，關閉螢幕輸出關閉系統 

系統設置 

點擊滑鼠右鍵→選擇系統設置；您可以進行系統的相關設置。 

 常規設置（這可設置） 

語言 

時間 

顯示解析度 

HDD信息 



 

 

 系統管理（這可設置） 

系統版本 

系統維護與軟體升級 

使用者和密碼管理 

恢復到預設值設置 

系統日誌 

 錄影設置（這可設置） 

記錄計畫每個通道視頻監測 

 網路設置（這可啟設置） 

所有網路相關設置 

 通道設置（這可設置） 

設置通道攝像機參數 

添加無線攝像機 

出廠已經配對好，無須再進行配對添加，通電後即出圖。如需重新添加，請在“視頻管理”

介面刪除對應通道後按以下操作進行添加： 

步驟一：錄影機和攝像機接上電源，錄影機啟動完畢後，在主介面點擊滑鼠右鍵→無線添加

→進入對碼介面，自動搜索對碼攝像機。 

步驟二：無線攝像機分帶網口和不帶網口兩種，其對碼操作對應如下： 

1. 帶網口的攝像機啟動後，用網路將其連結到無線 NVR 的網口，自動對碼，

不需要重定。 

2. 不帶網口的攝像機啟動後，按住攝像機尾線的復位鍵 5 秒以上進入對碼模

式，自動對碼，不需要接網線。 

步驟三：對碼完畢，圖像出圖後，點擊“退出”，完成對碼添加。 

注意：不帶網口的攝像機進入對碼模式持續 10 分鐘，超過 10 分鐘，請重新重定攝像機進入

對碼模式。  

 

 

擴大無線覆蓋範圍 



 

 

    無線連接簡單方便，但是無線也不是萬能的哦！因為無線的特性，決定了在一些複雜的

場景下，穿過障礙物後存在信號衰減的情況。通過以下一些方法可以繞開障礙，擴大信號傳

輸距離。 

合理放置天線 

從下圖棒狀天線增益圖可以看出，天線的信號覆蓋範圍類似一個蘋

果，天線位於蘋果中心，圍繞天線四周信號較強，天線上下兩端凹

進去，信號較弱。 

 

根據天線對信號的發射特性，為了保證無線套裝最優的圖像傳輸效果，要求： 

1. NVR 和 IPC 的天線要放置在高處開闊的地方，不要挨著牆壁，金屬，玻璃等障礙物，

影響信號向外發散。 

2. IPC 的天線應儘量與 NVR 天線平行擺放，使各自的最大輻射方向角相對，形成信號最

大覆蓋，如下圖所示。 

 



 

 

 

 

用天線延長線減少穿牆，延長距離 

 

溫馨提示：當某個攝像機由於牆體阻隔表現為信號不強時，您可將原裝天線拆下，更換天線

延長線，在牆上鑽個洞將天線延長線穿過牆體或繞過牆體，放置在NVR信號較強的位置即可！ 

3、合理設置攝像機級聯繞開障礙，延長距離 

注意： 

1、無線級聯不能增強無線套裝的信號強度，但可通過接力的方式延伸距離； 

2、只有合理放置級聯和被級聯的攝像機才能達到增加無線傳輸距離的目的； 

3、無線級聯與3米信號延長線是兩種增加無線信號覆蓋範圍的方法，可根據實際場景選擇使

用； 

4、級聯設置需要保證無線連接暢通，為了保證設置成功，建議先根據實際使用場景確定級

聯方案，將攝像機放在NVR近處設置完級聯再安裝攝像機。 

1 設置級聯 



 

 

步驟 1：進入級聯設置 

 

步驟 2：添加級聯 

如下圖所示，點擊通道CH3後面的+號，添加一個攝像機，  

 

步驟 3：如下圖所示，表示IPC 1 先通過 wifi 連接到IPC 2，再通過IPC 3 連接到 NVR； 

IPC 2 通過 wifi 連接到IPC 3 後連接到 NVR；IPC 3 直接連到 NVR。 

 

步驟 4：點擊應用使設置生效，再點擊刷新鍵更新級聯關係圖，可查看是否設置成功。 



 

 

 

2  刪除級聯 

把滑鼠移動到要刪除級聯的CHx（x表示通道號）上方，點擊左鍵刪除，然後點擊“應用”按

鈕確認刪除。 

3  典型應用實例 

當 IPCAM1 需要安裝在 NVR 信號覆蓋不到的地方，而中間又剛好跨越一個信號比較好 

的 IPCAM2時，您可以把 IPCAM1 放在 NVR 的旁邊並通電，設置 IPCAM1 級聯到 

IPCAM2。設置好級聯後，再把 IPCAM1 裝到預設的地方。 

 

 

售後服務事項 

 敬請注意 

1、下列情況造成的產品故障不在保修之列： 

a. 由於事故、疏忽、災害、操作不當或誤操作導致產品故障； 

b. 使用環境或條件不當，如電源不合、環境溫度、雷擊等而導致產品故障； 

c. 曾經由非廠家授權維修單位進行維修的產品； 

d. 銷售超過12個月的產品。 

2、使用者發現所購買的產品出現故障時，請持使用者登記卡與經銷商或各地服務機構聯繫

尋求技術服務。 



 

 

3、當使用者對經銷商所提供的技術服務有任何異議時，可以向廠家客戶支援服務中心投訴。 

4、保修卡需經保修單位蓋章後方有效。 

 保修服務 

請詳細填寫保修卡內容，並將保修卡寄回廠家，廠家會登記備案，並保障您的下列權益： 

1、憑此卡享受保修期內的免費保修及保修期的優惠性的服務。 

2、用戶自購買之日起因品質問題免費包換期限為7天，保修期1年。 

3、優先得知廠家新產品的資訊或優惠活動的機會。 

4、凡完成登記的用戶，有機會參加不定期舉辦的培訓或其他活動。 

 

 

保修卡 

用戶名稱：                                                        ； 

詳細地址：                                                        ； 

電話：              傳真：                郵編：                  ； 

E-mail:                                 ； 

產品型號（Model）:                      ； 

產品編碼（S/N）：                       ； 

生產日期：           年         月            日   

購買日期：           年         月            日   

免費保修：           月    

如果您有其他要求，請在下面填寫： 

                                                                                  

                                                                                  

經銷商：                    電話：                   ； 

經銷單位：（蓋章） 

維修記錄： 

日期 故障現象 維修及序號變更 

   

   



 

 

   

   

   

   

注：如換貨，請記錄原產品編號； 

此聯請經銷商留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