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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全高清智能 ATM 专用硬盘录像机的使用环境及现场安装部署方法，以及在实

际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注意事项。 

读者对象 

本文档的阅读对象包括： 

 解决方案工程师 

 售前/售中/售后技术支持工程师 

 工程安装人员 

 产品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 

 市场销售人员 

 其他公司内部人员 

术语 

术语 解释 

大小过滤 只保留目标大小（宽高/面积）、宽高比满足要求的目标。 

检测区 画面中需要进行检测的区域。 

灵敏度 目标检测和报警的难易程度，灵敏度越高，越容易检测，

但是误报会相应增加；灵敏度越低，误报越少，但是漏报

会相应增加。 

漏报 满足规则条件但未触发报警。 

目标 出现在视场内，具有一定类型（人、车等）的运动对象。 

屏蔽区 画面中不进行检测的区域。 

视场 摄像机呈现的全面画面。 

误报 由干扰源（光线变化、树叶晃动、雨雪、抖动、小动物等）

引起的错误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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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摄像机安装与部署 

1.1 概述 

为了有效发挥算法优势，提高检测的成功率，减少漏报和误报，用户需要选择合适的摄像机、并

进行合理的安装和部署。 

1.2 摄像机选择和参数设置 

摄像机选择 

表1-1 摄像机选择 

场景 建议 

正常情况下 摄像机监控场景必须固定，前端设备不能处于运动状

态，如球机巡航或者变焦，建议使用枪机。 

在室外或室内背光环境下 建议使用宽动态摄像机，以避免画面局部过暗、过亮的

影响。 

有路灯光线偏暗场景 建议使用低照度摄像机。 

无路灯光线不足场景 建议增加补光设备或使用红外摄像机。 

室内狭小空间 建议使用带广角镜头的摄像机。 

参数设置 

 关闭白平衡、自动增益和自动对焦功能。 

 避免摄像机彩转黑过于频繁。 

1.3 摄像机安装 

表1-2 摄像机选择 

摄像机 安装注意事项 

ATM 机周边摄像机  摄像机拍摄的基准地面保持水平，不要出现倾斜。 

 尽可能使相机的视角具有一定的俯角，一般大于 20 度。

避免因平视造成目标间相互遮挡和粘连，造成误报和漏

报。 

 使用非宽动态摄像机时，视野尽量避免大面积的过亮区

域，比如大片天空，可能会导致图像过亮或局部过暗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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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 安装注意事项 

况，不利于检测。 

 摄像机光轴尽可能与目标运动方向垂直，使得目标位移更

加明显，更利于检测。例如，拌线入侵检测，摄像机须顺

着拌线方向安装。 

 摄像机室内安装高度不低于 3 米，室外建议安装高度 5

米～10 米。 

 摄像机安装必须稳固，避免晃动影响分析效果。 

 摄像机应尽量避免逆光安装，在室外使用时需要使用护

罩。 

 需要使用补光灯的情况下，补光光线分布均匀。 

 注意补光灯不要距离摄像机过近，建议距离在 2 米以上。

灯光易招惹蚊虫，灯光和摄像机过近会增强雨雪的干扰，

造成误报。 

人脸检测摄像机 
人脸检测应使用宽动态摄像机，视野尽量避免运动物体，比如

骑车、人流、霓虹灯等。 

贴条检测摄像机 
贴条检测摄像机安装，视野应尽可能包括操作面板区、键盘区、

插卡区，并预留至少 1/5 画面的人员操作区域。 

1.4 场景选择要求 

1.4.1 基本要求 

表1-3 基本要求 

场景 建议 

普通场景  目标总的占比不要超过画面的 10% 

 目标在画面中的大小不小于 10*10 像素，遗留物目标大小不小

于 15*15 像素(CIF 图像)；目标高宽不超过 1/3 图像高宽；建议

目标高度为画面的高度的 10%左右 

 目标和背景的亮度值差异不小于 10 个灰度级 

 至少保证目标在视野内连续出现 3 秒以上，运动距离超过目标

自身宽度，且不小于 15 个像素（CIF 图像） 

 在条件允许情况下，尽量降低监控分析场景的复杂度；不建议

在目标密集，频繁光线变化的场景使用智能分析功能 

 尽量避开玻璃，地面反光和水面等区域；尽量避开树枝，阴影

以及蚊虫干扰区域；尽量避开逆光场景，避免光线直射 

人脸检测场景  人脸总占比应保持总画面的 20%～50%之间才能正常识别，人脸

占比在 25%左右为最佳 

 镜头位置以 170cm 身高的人员为准，站在 ATM 取款机前人脸位

于图像正中。 

ATM 场景 贴条检测或物品遗留物体目标大小不小于 15*15 像素（CIF 图像），

一般为 5 毛硬币大小，视实际取款机摄像头安装高度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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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场景示意 

1.4.2.1 适合智能分析的场景 

   

 

室内 

 

室外 

 

ATM 

1.4.2.2 不适合智能分析的场景 

使用场景 问题描述 建议措施 示例图片 

普通场景 车灯直射，眩

光严重，对比

度偏低 

调整摄像头安装

角度或安装位置 

 

摄像机安装

高度过低，视

角过平，导致

目标遮挡严

重 

摄像头高度不低

于 3 米，调整俯视

角度至少大于 20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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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问题描述 建议措施 示例图片 

摄像机安装

高度偏低，视

角平视，导致

监控目标大

小快速衰减，

影响智能分

析的有效监

控距离，导致

远处目标漏

检 

增加安装高度和

俯视角度。调整安

装位置减少近景

遮挡物 

 

出入口位置，

开关门自身

以及由于开

关门造成光

线变化都会

对检测形成

很大的干扰 

调整安装位置 

 

警戒线设置

在干扰区域，

开关门会形

成误检 

跨线和开关门保

持一定距离 

 

检测区域存

在遮挡，警戒

线两侧运动

缓冲区过小 

调整安装位置，确

保视线无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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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问题描述 建议措施 示例图片 

目标过多的

场景，粘连严

重不适用于

依赖前景检

测的功能 

不适用 

 

人脸检测 针孔摄像头

前存在挡玻

片，影响视频

清晰度 

安装摄像头前去

掉挡玻片 

 

视野存在遮

挡物，导致人

脸不能照全 

重新安装摄像头，

确保面部无遮挡

物 

 

检测环境光

线昏暗，人脸

面部特征模

糊 

建议增加照明灯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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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问题描述 建议措施 示例图片 

背景墙存在

镜面效应，导

致背后存在

强光投射 

调节照明灯灯光

强度，转换摄像头

角度尽量避免镜

面反光直射 

 

镜头俯角过

大 

重新安装摄像头，

调整高度保持和

人脸在同一水平 

 

ATM 场景 人员操作区

过小，无法正

常检测人员

操作区进入、

离开、滞留。 

调节摄像头角度，

至少预留 20%图

像区域作为人员

操作区 

 

角度不正，检

测区不在视

野 

重新安装摄像头

调整画面让取款

机操作面板进入

摄像头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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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场景 问题描述 建议措施 示例图片 

贴条检测区

过小。无法有

效识别贴条

或安装读卡

装置 

重新安装调整操

作面板进入摄像

头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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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智能功能介绍和注意事项 

2.1 普通场景 

2.1.1 绊线入侵 

功能介绍 

当目标按照设定的运动方向穿越警戒线时，会触发报警。 

注意事项 

从目标出现到被确认需要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所以警戒线设置时，警戒线两边要留有一定空间，

不要设置在遮挡物附近。 

适用场景 

只适合用于目标稀疏，目标间基本无遮挡的场景，如无人值守区域的周界防范。 

2.1.2 区域入侵 

功能介绍 

区域入侵包括穿越区域和区域内功能： 

 穿越区域，是指目标进入或者离开区域会报警。 

 区域内功能，是指设定的报警区域内，在给定的时间，有目标出现时发出报警。 

注意事项 

对于区域内功能的报告时间间隔，系统会触发第一次报警后，会在间隔时间段内检测是否还有相

同的事件发生，如果在这段时间段没有相同事件发生，那么报警计数器会清空。 

如果要检测进入离开事件，区域线外围也要留有一定的目标运动空间。 

适用场景 

只适合用于目标稀疏，目标间基本无遮挡的场景，如无人值守区域的周界防范。 



智能功能介绍和注意事项  2 

2.1.3 物品遗留/搬移 

功能介绍 

物品遗留，是指监控场景中有丢弃目标超过用户设置的时间会触发报警，如图 2-1 所示。 

物品搬移，是指原有场景中的目标被拿走后超过一定时间会报警，如图 2-2 和图 2-3 所示。 

图2-1 物品遗留 

 

图2-2 物品搬移（1） 

 

图2-3 物品搬移（2） 

 

系统会对前景区域中静止不动的区域进行统计，并且根据前景和背景的相似性区分是搬移还是遗

留类型，当超过用户设定时间，则触发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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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系统区分遗留和搬移是根据前景和背景的相似度来进行分类的，在前景背景都很复杂的情形

下，遗留搬移类型是有可能区分错误。 

注意事项 

行人或者车辆停留不动，时间过长也会报警为遗留。为了过滤掉此类报警，一般情况下遗留物比

人车都要小，因此可以通过设置大小过滤器将人，车过滤掉。另外也可以通过适当延长报警时间，

来避免人员短暂停留导致误报为遗留事件。 

 

适用场景 

适用于目标稀疏，无明显和频繁光线变化的场景。对于目标密度高、频繁遮挡场景漏报会增加；

对于人员停留较多的场景，误报会增加。检测区域，要求尽量纹理简单，不适用纹理过于复杂的

区域。 

2.1.4 徘徊检测 

功能介绍 

徘徊检测原理是记录运动目标在报警区域内的存在时间，当目标连续出现的时间超过设定的最短

报警时间，就会触发报警；而目标触发一次报警后，如果在报警间隔时间内还在区域内时，则会

再次报警；徘徊时不会考虑目标运动轨迹特征，只要目标在区域内有运动并且超时就会报警。 

注意事项 

对于静止不动的目标，徘徊检测不会有报警。 

2.2 人脸检测 

功能介绍 

人脸检测原理是运动目标进入待检测区域后，触发人脸检测并在一定时间内统计异常人脸的帧数，

在一段时间后，异常人脸帧数达到事先设计好的阈值，则进行异常报警；否则即为正常人脸。 

相邻人脸是统计在一定时间内同一时刻出现人脸数量大于 1 的帧数达到事先设置好的阈值时，则

报相邻人脸。 

注意事项 

异常人脸目前仅支持带墨镜和口罩；带头盔、面具等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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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ATM 场景 

功能介绍 

贴条检测的原理是当区域入侵检测到有目标入侵离开后，对贴条待检测区域进行目标检测，若检

测到有物品遗留，则会触发报警，如果目标触发报警后在报警时间间隔之后还在区域内时，则会

再次报警。 

注意事项 

若没有检测到有人员操作区离开的过程，则贴条报警不会触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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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客户端软件 DSS-F 智能配置指导 

3.1 智能配置 

步骤1 在 DSS 平台添加智能设备。 

1. 登录 DSS 平台，选择“基本设置 > 设备管理 > 设备 > 智能设备”。 

2. 单击“添加”。 

系统显示“添加智能设备”界面，如图 3-1 所示。 

图3-1 添加智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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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配置参数，详细请参见表 3-1。 

表3-1 添加智能设备参数说明 

参数项 说明 

IP 地址 智能设备的 IP 

用户和密码 登录智能设备的用户和密码，用户可按照实际情况自行设置 

设备名称 按实际要求自行输入合适的设备名称 

设备类型 必须选择“IVS-IF” 

获取信息 单击“获取信息”，可自动获取智能设备的“其他信息”，包括视频通道、

报警输入通道和报警输出通道。 

步骤3 单击“确定”。 

在线状态显示“ ”，表示成功添加智能设备，如图 3-2 所示。 

图3-2 添加智能设备 

 

在 DSS 客户端，选择“主页 > 扩展功能 > 智能金融”，如图 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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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智能金融 

 

步骤4 选列表中的通道 2，如“CAM1test”单击鼠标右键选择“通道智能配置”。 

系统弹出“智能配置”对话框，如图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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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4 智能配置界面 

 

3.2 普通场景 

“场景类型”选择“普通”。 

普通场景需要依次配置“检测区”、“场景标定”、“目标过滤”、“规则配置”和“参数配置”，请

按照顺序依次配置，否则会提示配置不成功。 

3.2.1 检测区 

整个监控场景中只能设置一个检测区，可以设置多个排除区（排除区是指检测区域中排除这部分

区域不检测）。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例如“通道 2”，选择场景类型为“普通”，单击“检测区”页签。 

系统显示“检测区”界面，如图 3-5 所示。 

步骤2 分别单击“检测区”和“排除区”，绘制各个区域。 



客户端软件 DSS-F 智能配置指导  9 

图3-5 普通场景-检测区 

 

步骤3 单击“应用”或“确定”。 

3.2.2 场景标定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例如“通道 5”，选择场景类型为“普通”，单击“场景标定”页签。 

系统显示“场景标定”界面，如图 3-6 所示。 

步骤2 单击“标定区”，在通道画面中绘制出标定适用的区域。 

步骤3 设置 ，输入实际长度，单击 ，在标定区域中添加“垂直标尺 1”，要求

标定线段的长度与实际长度接近。 

同理，按同样的方法添加“垂直标尺 2”和“垂直标尺 3”，使三个垂直标尺尽可能地呈

三角形分布。 

步骤4 设置 ，输入实际长度，单击 ，在标定区域中添加一个水平标尺，要求

标定线段的长度与实际长度接近。 

标尺设定好后，请使用标尺验证工具，验证标尺是否正确合理。选择“水平测距”则验

证水平距离，选择“垂直测距”则验证垂直距离。如果误差很大需要重新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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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尺设定时，务必与视频中实际距离保持一致，如果设置不正确，会引起严重误报。 

图3-6 普通场景-场景标定 

 

步骤5 单击“应用”或“确定”。 

3.2.3 目标过滤 

目标过滤用来设置目标的大小尺寸范围，在范围内的目标保留。 

步骤1 选择通道。选择场景类型为“普通”。单击“目标过滤”页签。 

步骤2 选择过滤方式，并绘制。 

过滤方式包括图像尺寸和归一化图像尺寸。  

图像尺寸：以图像像素为单位，检测目标。适用于目标大小景深变化不大的场景

使用。  

归一化图像尺寸：以图像像素为单位，检测目标。适用于目标大小存在景深差异的场

景，目标大小会出现远小近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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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 归一化图像尺寸 

步骤1 选择过滤方式为“归一化图像尺寸”。 

步骤2 选择“大小”，过滤类型选择“宽度和高度”、“宽度或高度”或“面积”，“宽度和高度”

指高宽两者都要满足，“宽度或高度”指宽任意满足，“面积”指根据目标的宽和高计算

面积，目标面积在两个框之间会检测，小于蓝框或者大于绿框的目标不会被检测到。 

步骤3 勾选“启用”，单击“绘制”，绘制“回字形”过滤器。 

同样的方法再绘制 2 个“回字形”过滤器，如图 3-7 所示，使用与目标大小存在景深差异

的场景，目标大小会出现远小近大特点。 

图3-7 归一化图像尺寸 

 

步骤4 单击“应用”或“确定”。 

3.2.3.2 图像尺寸 

步骤1 选择过滤方式为“图像尺寸”，如图 3-8 所示。 

步骤2 分别绘制“宽度或高度”、“宽度和高度”和“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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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图像尺寸 

 

步骤3 单击“应用”或“确定”。 

3.2.4 规则配置 

规则配置即对报警的规则进行配置。对同一个通道可以添加多个报警规则。规则类型包括：绊线

入侵、区域入侵、物品遗留、物品搬移和徘徊检测等。 

在智能配置页面，普通场景下，单击“规则配置”页签，系统显示规则配置页面。  

 

规则中的自定义目标过滤具体可以参考模块配置中的目标过滤设置。 

3.2.4.1 绊线入侵 

检测目标穿越警戒线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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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绊线入侵 

 

步骤1 单击“添加规则”输入规则名称，按照规则添加的顺序默认规则名称为规则 1、规则 2…..，

用户也可自行定义规则名称。 

步骤2 规则类型选择“绊线入侵”。 

步骤3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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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0 报警参数配置 

 

步骤4 “方向”选择 A->B、A<-B、A<->B 中的一种，系统根据选择的方向判定目标绊线入侵

时是否产生智能报警。 

步骤5 在“布防时间”页签设置布防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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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1 布防时间 

 

步骤6 在“报警联动”页签设置联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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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2 报警联动 

 

表3-2 报警联动参数说明 

参数项 说明 

报警输出 表示报警结束时，报警延长一段时间再停止。取值范围为 1 秒～300 秒。 

录像 表示当实际动态结束时，录像延长一段时间停止。取值范围为 10 秒～300

秒。 

抓图 当发生动检时，对选中通道进行触发抓图。 

云台联动 
报警发生时，联动云台动作，例如联动通道一转至预置点 X。选择“云台联

动”前的复选框后，可单击“设置”进行相关信息的设置。 

语音提示 可选择语音文件进行语音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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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说明 

报警上传 报警发生时将报警信号上传到网络（包含报警中心）。 

发送邮件 表示报警发生时同时发送邮件通知用户。 

蜂鸣 用于报警时是否启动蜂鸣器鸣叫报警。 

本地消息框提示 在本地界面弹出消息框提示信息。 

去抖动 表示该去抖动时间段内只记录一次报警事件。 

步骤7 单击“确定”。 

步骤8 返回“规则配置”界面，单击“应用”或“确定”。 

3.2.4.2 区域入侵 

检测移动目标穿越指定区域或在指定区域内的行为。 

图3-13 区域入侵 

 

步骤1 单击“添加规则”输入规则名称，按照规则添加的顺序默认规则名称为规则 1、规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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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也可自行定义规则名称。 

步骤2 规则类型选择“区域入侵”。 

步骤3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14 所示。 

图3-14 参数配置 

 

步骤4 支持的物体类型可以选择“未知”、“人”或“车辆”。 

步骤5 选择“检测动作列表”： 

 当检测动作列表中选择“穿越区域”时，方向可以设置为：进入区域、离开区域和双向。 

 当检测动作列表中选择“在区域内”时，表示设定的报警区域内，在给定的时间，有指定数

量的目标出现时发出报警。当选择“在区域内”时，需要输入最小目标个数、最大目标个数、

最短持续时间、报告时间间隔。最短持续时间即第一次报警触发的最短时间，报告时间间隔

即重复报警时间。 

步骤6 区域入侵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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绊线入侵”。 

步骤7 单击“确定”。 

步骤8 返回“规则配置”界面，单击“应用”或“确定”。 

3.2.4.3 物品遗留 

检测指定区域内物品遗留的行为。 

图3-15 物品遗留 

 

步骤1 单击“添加规则”输入规则名称，按照规则添加的顺序默认规则名称为规则 1、规则 2…..，

用户也可自行定义规则名称。 

步骤2 规则类型选择“物品遗留”。 

步骤3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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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6 参数配置 

 

步骤4 设置“最短持续时间”，最短持续时间是指触发报警时目标的停留时间。 

步骤5 物品遗留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6 单击“确定”。 

步骤7 返回“规则配置”界面，单击“应用”或“确定”。 

3.2.4.4 物品搬移 

检测指定区域内物品搬移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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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7 物品搬移 

 

步骤1 单击“添加规则”输入规则名称，按照规则添加的顺序默认规则名称为规则 1、规则 2…..，

用户也可自行定义规则名称。 

步骤2 规则类型选择 “物品搬移”，一般是用来监控不会移动的固定目标。 

步骤3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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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8 参数配置 

 

步骤4 设置“最短持续时间”，是指被保护目标离开检测区持续时间达到该设定时间时产生报警。 

步骤5 物品搬移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6 单击“确定”。 

步骤7 返回“规则配置”界面，单击“应用”或“确定”。 

3.2.4.5 徘徊检测 

检测目标逗留在指定区域内超过预设时间的行为。 



客户端软件 DSS-F 智能配置指导  23 

图3-19 徘徊检测 

 

步骤1 单击“添加规则”输入规则名称，按照规则添加的顺序默认规则名称为规则 1、规则 2…..，

用户也可自行定义规则名称。 

步骤2 规则类型选择 “徘徊检测”。 

步骤3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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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 参数配置 

 

步骤4 设置支持的物体类型，输入最短持续时间和报告时间间隔。 

步骤5 徘徊检测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6 单击“确定”。 

步骤7 返回“规则配置”界面，单击“应用”或“确定”。 

3.2.5 参数配置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例如“通道 2”，选择场景类型为“普通”，单击“参数配置”页签。 

系统显示“参数配置”界面，如图 3-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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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1 普通场景-参数配置 

 

步骤2 设置参数，详细请参见表 3-3。 

表3-3 参数配置 

参数项 说明 

灵敏度 灵敏度越高，更容易检测到对比度偏低的目标。 

去扰动 选择“去扰动”，表示开启该功能。 

误漏检平衡 一共支持三种模式，包括折中模式、误检更少和漏检更少。 

步骤3 单击“应用”或“确定”。 

3.3 ATM 场景 

“场景类型”选择“ATM”。 

ATM 场景需要依次配置“检测区”、“区域入侵”和“贴条检测”，请按照顺序依次配置，否则会

提示配置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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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检测区 

整个监控场景中可设置键盘区、屏幕区、插卡区和检测区。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并选择场景类型为“ATM”。单击“检测区”页签。 

系统显示“检测区”界面，如图 3-22 所示。 

步骤2 分别单击“检测区”“屏幕区”“键盘区”“插卡区”，绘制各个区域。 

图3-22 ATM 场景-检测区 

 

表3-4 ATM 场景-检测区配置参数 

参数项 说明 

检测区 单击“检测区”，在通道画面中绘画出需要检测的区域。 

屏幕区 单击“屏幕区”，在通道画面中绘画出需要 ATM 屏幕的区域。 

键盘区 单击“键盘区”，在通道画面中绘画出需要 ATM 键盘的区域。 

插卡区 单击“插卡区”，在通道画面中绘画出需要 ATM 插卡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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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说明 

重绘 单击此按钮，重新绘制检测区域。 

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已有的检测区域。 

重建背景 单击此按钮，即认为当前背景为基准背景，其他背景将以此背景进行比对。 

步骤3 单击“应用”或“确定”。 

3.3.2 区域入侵 

 

ATM 场景区域入侵的检测区域指行人取款时站立的区域。为了不干扰贴条检测，请不要与贴条检

测区域重叠。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并选择场景类型为“ATM 场景”。单击“区域入侵”页签。 

系统显示“区域入侵”界面，如图 3-23 所示。 

步骤2 直接绘制检测区。 

图3-23 ATM 场景-区域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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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 输入规则名称。 

步骤4 单击“配置”。 

系统弹出“配置”对话框，如图 3-24 所示。 

图3-24 参数配置 

 

步骤5 配置报警信息，包括参数配置、布防时间、报警联动。区域入侵的“布防时间”和“报

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6 单击“确定”。 

步骤7 勾选“启用”启用规则。 

步骤8 单击“应用”或“确定”。 



客户端软件 DSS-F 智能配置指导  29 

3.3.3 贴条检测 

检测区默认为“3.3.1 检测区”中设置的检测区域。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并选择场景类型为“ATM 场景”。单击“贴条检测”页签。 

步骤2 直接绘制检测区，如图 3-25 所示。 

图3-25 ATM 场景-贴条检测 

 

步骤3 输入规则名称。 

步骤4 单击“配置”，配置报警信息，包括参数配置、布防时间、报警联动。如图 3-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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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6 参数配置 

 

表3-5 参数配置 

参数项 说明 

最短持续时间 当在行人离开后，贴条时间超过设定时间即触发报警。 

步骤5 贴条检测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6 单击“确定”。 

步骤7 勾选“启用”启用规则。 

步骤8 单击“应用”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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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人脸检测场景 

“场景类型”选择“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场景需要依次配置“检测区”和“人脸检测”，请按照顺序依次配置，否则会提示配置

不成功。 

3.4.1 检测区 

整个监控场景中只能设置一个检测区。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例如“通道 1”。选择场景类型为“人脸检测”。单击“检测区”页签。 

步骤2 单击“检测区”，绘制检测区，如图 3-27 所示。 

图3-27 人脸检测-检测区 

 

表3-6 人脸检测-检测区 

参数项 说明 

检测区 单击“检测区”，在通道画面中绘画出需要检测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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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项 说明 

重绘 单击此按钮，重新绘制检测区域。 

删除 单击此按钮，删除已有的检测区域。 

轮廓辅助

跟踪 

勾选“轮廓辅助跟踪”。 

重建背景 单击此按钮，即认为当前背景为基准背景，其他背景将以此背景进行比对。 

步骤3 单击“应用”或“确定”。 

3.4.2 人脸检测 

人脸检测功能首先能检测出人脸的轮廓，其次检测眼、口、鼻，若都能检测出来，则认为是正常；

若不能检测出，则认为是异常人脸，如下图所示。主要用于预防戴墨镜和戴口罩的行为。 

步骤1 选择通道列表，例如“通道 1”。选择场景类型为“人脸检测”。单击“人脸检测”页签。 

系统显示“人脸检测”界面，如图 3-28 所示。 

图3-28 人脸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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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2 输入规则名称。 

步骤3 单击“配置”，配置报警信息，包括参数配置、布防时间、报警联动。如图 3-29 所示。 

图3-29 参数配置 

 

步骤4 人脸检测的“布防时间”和“报警联动”的参数设置同绊线入侵，详细设置请参见“3.2.4.1

绊线入侵”。 

步骤5 单击“确定”。 

步骤6 勾选“启用”启用规则。 

步骤7 单击“应用”或“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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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Q 附录1

1、智能库背景学习默认需要多长时间？ 

默认背景学习时间 200 帧，算法内部默认采用 12 帧率分析，因此背景学习时间为 16 秒左右。 

2、绊线检测是否能作为目标计数器？ 

不能。由于无法将粘连目标分割开，因此不能用作精确计数。 

3、物品遗留非法停车，算法是怎么判断人、车、物品？ 

目前智能库只能得到人/车类型，对于物品的判断不准确；因此物品遗留功能对于丢弃的物品，长

时间不动的人或者停下的车辆，在默认配置下都会有报警。 

如果需要过滤静止的人的干扰，建议适当提高报警时间，一般 30 秒以上。 

如果仅仅只需要对小的物品报警，过滤人车的干扰，可以通过设置大小过滤实现。 

遗留检测也可以实现非法停车功能，为了区分车和物体，可以通过设置大小过滤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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