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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有

 我们对本手册及其中的内容具有全部的知识产权。除非特别授权，禁止复
制或向第三方分发。凡侵犯济南中维世纪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版权等知识产权的，本公司必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我们定期检查本手册中的内容，在后续版本中会做必要的更新，但可能会
有一些错误之处，欢迎提出改进的意见。

 我们保留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技术改进的权利。

关于本产品

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仅在购买地所在国家或地区享受售后服务及维保方案。

关于本手册

 本手册不对定制产品做特殊说明，但某些功能可能只适用于特定版本的产
品，在使用本手册时请以具体产品为准。

 因技术升级或相关条款变更，本公司或将对本手册进行修改，本手册的最
新版本可到指定官网获取。

 本手册中包括但不限于图文信息，本公司保留所有解释权。

商标声明

本手册涉及的其他商标由各商标所有人各自拥有。

责任声明

 在法律允许的最大范围内，本手册以及所描述的产品（包含其硬件、软件、固
件等）均按照现状提供，可能存在瑕疵或错误。本公司不提供任何形式的明
示或默示保证，包括但不限于适销性、质量满意度、适合特定目的等保证；
亦不对使用本手册或使用本公司产品导致的任何特殊、附带、偶然或间接
的损害进行赔偿，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润损失、系统故障、数据丢失等产
生的损失。

 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产品接入互联网可能存在网络攻击、黑客攻击、
病毒感染等风险，本公司不对因此造成的产品工作异常、信息泄露等问题
承担责任，但本公司将及时为您提供必要的产品相关技术支持。

 使用本产品时请严格遵循适用的法律法规，避免侵犯第三方权利，包括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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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公开权、知识产权或其他隐私权等。亦不得将本产品用于大规模杀伤
性武器、生化武器、核爆炸或其他任何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的用
途。

 如本手册内容与当前的法律相冲突，则以法律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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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概述

1.1.安装环境

建议您选择以下安装环境：
 操作系统：win7及以上
 运行内存：4GB及以上
 CPU处理器：Intel Core i5 3.1GHz及以上
 显示器分辨率：1400*900及以上

1.2.软件安装

1. 双击 Quick Configuration Tool_setup_Vxxxx.exe，选择安装语言，如下图所

示：

2. 点击“确定”，进入软件安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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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下一步”，选择安装路径，阅读并同意隐私协议。如下图所示：

4. 点击“立即安装”，开始安装软件。如下图所示：

5. 安装完成，可点击“立即体验”进入软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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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设备搜索

2.1.设备搜索

首次打开软件时，进入设备搜索页面，自动搜索与配置工具同网段的设备，
默认使用“admin@123”密码登录设备，此密码可在搜索配置中修改，详情见2.2
搜索配置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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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搜索配置

批量搜索某一网段内所有的设备。

操作步骤：

1．点击“搜索配置”勾选“当前网段”自动填充配置工具所在网段的起始/
结束IP，输入设备的用户名、密码（默认用户名密码为“admin”、“admin@123”），
若使用默认用户名密码，点击“确定”，即按照默认用户密码登录搜索到的设备，
用户名密码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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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确定”开始搜索当前网段内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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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搜索结束，设备列表显示当前网段所有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4．点击“搜索配置”勾选“其他网段搜索”输入待搜索网段的起始/结束IP，
输入设备的用户名、密码。如下图所示：

5．点击“确定”开始搜索当前设置网段内的设备。
6．搜索结束，设备列表显示当前网段所有设备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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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手动添加

手动添加已知IP、端口、用户名、密码的设备。

操作步骤：

1．点击“手动添加”在添加设备界面选择设备类型：IPC、NVR、解码器，
选择协议类型：云视通2.0、云视通1.0，正确输入IP地址、端口、用户名、密码。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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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确定”，即可成功添加设备。

2.4.设备导出/导出

 设备导出

批量导出设备信息。

操作步骤：

1．选择需导出设备，点击“设备导出”选择本地文件存放目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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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设备导出”将设备列表中所有的设备信息导出至本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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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导入

批量导入设备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设备导入”先下载设备导入模板，点击“下载导入模板按钮”，按
照模板格式填写设备相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2．点击选择文件按钮，选中已编辑好的设备文件，点击“设备导入”将模板
中的设备导入至配置工具。

2.5.设备激活

 设备激活

激活当前选中的未激活状态的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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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点击未激活状态的设备操作栏 按钮可进行设备激活。如下图所示：

2．按照密码设置要求设置设备登录密码，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3．设置密保问题（选填），点击“确定”，设备激活成功，设备状态为已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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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如下图所示：

 批量激活

批量激活未激活状态的设备。

操作步骤：

1．勾选多个未激活状态的设备，点击“批量激活”批量设置登录密码，点击
“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2．设置密保问题（选填）。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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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确定”，设备状态变成“已连接”。如下图所示：

2.6.设备登录

离线设备可手动重新登录。

操作步骤：

1．点击 按钮，进行设备登录。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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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确输入设备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登录设备。

2.7.修改IP

 修改IP

修改在线设备的IP地址。

操作步骤：

3．点击 按钮，可修改设备的IP网段和网关，NVR设备和IPC设备可选择自
动获取IP，自动获取设备IP；IPC设备也可选择自动上下线功能，若开启此功能，
设备在局域网连接的情况下，会自动在云视通服务器下线，以达到节省带宽的目
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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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确定”开始设置IP。如下图所示：

 批量修改IP

批量修改在线设备的IP地址。

操作步骤：
1、勾选多个在线设备，点击“批量修改IP”设置需要修改的IP网段和网关。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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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确定”开始设置IP。如下图所示：

 IP冲突检测

可自动检测设备IP冲突。

操作步骤：
1、搜索到使用同一IP的设备后，设备IP会标红显示，设备连接成功后，可

选择设备，点击 按钮进行IP修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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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批量重连

未连接成功设备，可批量重连。

操作步骤：

1．选择需要重连的设备（需保证选中设备用户名密码一致），点击“批量重
连”按钮，正确输入设备用户名密码，点击“确定”按钮，即可重新连接目标设
备。如下图所示：

2.9.删除设备

支持删除已添加设备。

操作步骤：

1．点击要删除设备列表中的删除按钮 ，或勾选多个需要删除的设备，点击
“批量删除”，即可删除设备。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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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确定”删除设备。

2.10. 设备名称修改

支持修改IPC、NVR设备的设备名称。

操作步骤：

1．点击要修改设备的设备名称（蓝字表示可修改），在弹窗中输入修改后的
设备名称，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成功修改设备名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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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设备升级
已连接的设备可点击操作栏 进行设备升级，其他状态的设备需先点击操

作栏 进行设备登录后，再进行设备配置。

3.1. IPC升级

IPC支持网站升级和文件升级两种方式。

 网站升级

操作步骤：

1．点击IPC设备操作栏 ，选择网站升级。若检测到新版本，则提示“发现
新版本，建议更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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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开始升级”，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配置工具。如下图所示：

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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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升级

操作步骤：

1．点击IPC设备操作栏 ，选择文件升级。如下图所示：

2．选择设备型号对应的版本文件和升级文件，点击“开始升级”。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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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3.2.NVR升级

NVR支持网站升级和FTP升级两种方式。

 网站升级

操作步骤：

1．点击NVR设备操作栏 ，选择网站升级。若检测到新版本，则提示“发
现新版本，建议更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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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开始升级”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配置工具。如下图所示：

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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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TP升级

操作步骤：

1．点击NVR设备操作栏 ，选择FTP升级。如下图所示：

2．输入FTP地址，点击“开始升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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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3.3.解码器升级

解码器支持文件升级方式。

操作步骤：

1．点击解码器设备操作栏 ，选择文件升级。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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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对应的版本文件和升级文件，点击“开始升级”升级过程中不要关闭
配置工具。如下图所示：

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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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批量升级

操作步骤：

1．勾选多个需要升级的设备，选择网站升级。若检测到新版本，则提示“发
现新版本，建议更新”。如下图所示：

2．点击“开始升级”，升级过程中不要退出配置工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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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升级完成，点击“确定”。

注意：如果设备已经是最新版本批量升级会失败，提示失败原因为：最新版本。

第4章 设备配置
已连接的设备可点击操作栏 进行设备配置，其他状态的设备需先点击操

作栏 进行设备登录后，再进行设备配置。其中，IPC设备支持视频参数设置

和音频参数设置；NVR设备支持语言设置和分辨率设置；解码器设置支持分辨率
配置。

4.1.视频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1．点击已连接状态的IPC设备操作栏的 设置按钮，弹出设备配置界面。如
下图所示：



快速配置工具说明书

第 29 页

2．选择“视频参数设置”，根据实际需求设置高清码流和标清码流的参数信
息，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说明：点击“恢复默认”则直接退出当前设置界面，使用默认参数配置信息。

4.2.音频参数设置

操作步骤：

1．点击已连接状态的IPC设备操作栏的 设置按钮，弹出设备配置界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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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音频参数配置”，点击“确定”，设置编码类型、采样率、位置、
音频，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说明：点击“恢复默认”则直接退出当前设置界面，使用默认参数配置信息。

4.3.语言设置

操作步骤：

1．点击已连接状态的NVR设备操作栏的 设置按钮，弹出设备配置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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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语言设置，点击“确定”，设置语言，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4.4.分辨率设置

操作步骤：

1．点击已连接状态的NVR设备或者解码器设备操作栏的 设置按钮，弹出
设备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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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分辨率设置，点击“确定”，设置语言，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4.5.配置导出/导入

 配置导出

支持将已配置好设备的配置信息导出至本地

操作步骤：

1．勾选一台已连接且配置好的设备，点击列表中的 导出按钮，弹出设备

导出弹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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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择导出位置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导出设备配置信息。

 配置导入

支持将本地配置信息导入至已连接的同类型设备中。

操作步骤：

1．选择一台或多台已连接状态的的同类型设备，点击“配置导入”弹出设备
导入界面。如下图所示：

2．可直接选择已导出的配置信息，也可点击“下载导入模板”，将模板保存
至本地，按需选填模板内容，点击“选择文件”选择所需的导入文件，点击“设
备导入”。
注意：导入配置信息的设备类型需与选中设备类型一致，否则会导致导入失败。

第5章 系统配置
已连接的设备可点击操作栏 进行系统配置，其他状态的设备需先点击操

作栏 进行设备登录后，再进行设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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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点击已连接状态的设备操作栏 跳转至系统配置界面。如下图所示：

2．按需设置时间配置、设备重启、恢复出厂，点击“确定”。
说明：点击“恢复默认”则直接退出当前设置界面，使用默认参数配置信息。
批量配置：勾选多条在线设备，点击“批量配置”，在系统配置界面进行时间设
置、重启设置等，对勾选设备同时生效。

第6章 密码管理

6.1.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1．未连接状态的设备点击操作栏 先进行设备登录。如下图所示：



快速配置工具说明书

第 35 页

2．已连接状态的设备点击操作栏 修改密码，输入旧密码，按照密码要求设
置新密码，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提示：若设备未设置密码，可输入初始密码：admin123。

3．密码修改成功，设备自动上线。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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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重置密码

IPC 和 NVR设备支持重置密码，解码器不支持重置密码。

操作步骤：

点击设备操作栏 弹出重置密码界面，可选密保问题重置（已设置密保问题
设备才可使用）和错误码重置。

 密保问题重置

1．选择密保问题重置。如下图所示：

2．输入密保问题答案，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快速配置工具说明书

第 37 页

3．按密码设置要求输入新密码、确认密码。点击“确定”，完成重置。

 错误码重置

1．选择错误码重置，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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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备 SN码可查看设备标贴条形码下方 SN/XXXXXXXX 获取。

2．输入设备SN码，点击“下一步”，按照提示获取临时密码。如下图所示：

3．使用临时账户登录，输入临时账户密码，点击“确定”即可登录。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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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批量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1．勾选多台旧密码一致且已连接状态的设备，点击右下角“批量修改密码”
如下图所示：

提示：若设备未设置密码，可输入初始密码：admin123。

2．输入旧密码，按照提示要求设置新密码，点击“确定”完成密码修改。

第7章 平台接入
已连接的设备可点击操作栏 进行平台接入配置，其他状态的设备需先点

击操作栏 进行设备登录后，再进行平台接入配置。

操作步骤：

1．已连接状态的设备点击操作栏 进入平台管理界面，按需选择接入云服务
或讯卫士，按照界面要求输入接入平台的信息，点击“确定”。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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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设备不可同时接入云服务平台和讯卫士平台，可根据实际需求进行选择。
批量配置：批量选中在线，且设备型号和版本号相同的设备，点击“批量平台设
置”，即可进行批量云服务设置，参数配置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设
置成功。

第8章 电视墙配置

8.1.添加电视墙

前提条件：
创建电视墙前首先确认解码器已添加并连接成功，且未被其它电视墙占用。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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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点击“新建”，输入电视墙名称（名称长度不超过20个字符），填写完

成后，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2．选择“主解码器”，点击“下一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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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进入绑定设置界面，配置屏幕与画面输出对应关系。拖拽左侧IP到右侧窗
口进行映射（窗口数量需小于电视墙的最大窗口数），窗口左下角可选分屏。如
下图所示：

提示：M*N表示自定义屏幕行数与列数，最大支持10*10屏幕排列。根据实际屏
幕排列顺序将输出拖入画面对应区域。

4．绑定成功后，可检测映射通道在电视墙的输出位置，点击每个映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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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的 ，可在电视墙上显示该通道的IP和输出位置。如下图所示：

5．点击“屏幕位置检测”后在电视墙上的显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6．配置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右下角弹框提示电视墙设置成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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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所示：

若选择输出已被其他电视墙占用， 保存后原有电视墙配置将被删除，请谨慎
操作。

7．电视墙添加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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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编辑电视墙

操作步骤：

1．在电视墙列表中选择一个电视墙，点击操作栏 可修改电视墙名称和映

射IP等，如下图所示：

2．点击绑定设置的“编辑”可重新选择映射IP和设置分屏数，点击“保存”。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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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屏幕调节的“编辑”可设置电视墙显示内容和屏幕参数。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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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删除电视墙

在电视墙列表选择待删除的电视墙，点击操作栏 可删除选中的电视墙。

电视墙删除后，关联的解码器解除占用，可重新配置新电视墙。如下图所示：

第9章 其他

9.1.系统升级

若系统检测到新版本，会弹出弹窗，提示用户进行版本升级，可勾选关闭弹
窗提示，关闭自动更新弹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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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1．系统右上角，点击 按钮，查看新版本，如下图所示：

2．系统升级弹窗如下图所示，点击“确定”可直接进行系统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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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查看升级日志”可查看历史版本内容，如下图所示：



快速配置工具说明书

第 50 页

9.2.帮助

点击系统右上角 按钮，可查看系统操作手册。

9.3.语言切换

系统右上角可快捷切换系统语言，支持中文和英文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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