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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声明 

版权声明 

© 2015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版权所有。 

在未经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下称“大华”）事先书面许可的情况下，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

复制、传递、分发或存储本文档中的任何内容。 

本文档描述的产品中，可能包含大华及可能存在的第三人享有版权的软件。除非获得相关权利人

的许可，否则，任何人不能以任何形式对前述软件进行复制、分发、修改、摘录、反编译、反汇

编、解密、反向工程、出租、转让、分许可等侵犯软件版权的行为。 

商标声明 

、 、 、 、 是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在本文档中可能提及的其他商标或公司的名称，由其各自所有者拥有。 

更新与修改 

为增强本产品的安全性、以及为您提供更好的用户体验，大华可能会通过软件自动更新方式对本

产品进行改进，但大华无需提前通知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大华保留随时修改本文档中任何信息的权利，修改的内容将会在本文档的新版本中加入，恕不另

行通知。产品部分功能在更新前后可能存在细微差异。 

隐私保护提醒 

您安装了我们的产品，您可能会采集人脸、指纹、车牌、邮箱、电话、GPS 等个人信息。在使用

产品过程中，您需要遵守所在地区或国家的隐私保护法律法规要求，保障他人的合法权益。如，

提供清晰、可见的标牌，告知相关权利人视频监控区域的存在，并提供相应的联系方式。 

关于本文档 

 本文档供多个型号产品使用，产品外观和功能请以实物为准。 

 如果不按照本文档中的指导进行操作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本文档会实时根据相关地区的法律法规更新内容，具体请参见产品的纸质、电子光盘、二维

码或官网，如果纸质与电子档内容不一致，请以电子档为准。 

 本公司保留随时修改本文档中任何信息的权利，修改的内容将会在本文档的新版本中加入，

恕不另行通知。 

 本文档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或与产品功能及操作不相符的地方、或印刷错误，以

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如果获取到的 PDF 文档无法打开，请使用最新版本或最主流的阅读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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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电子证据采集站的安装、配置和使用。 

符号约定 

在本文中可能出现下列标志，它们所代表的含义如下： 

 

符号 说明 

 

表示有高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会导致人员伤亡或严重伤害。 

 

表示有中度或低度潜在危险，如果不能避免，可能导致人员轻微或

中等伤害。 

 

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忽视这些文本，可能导致设备损坏、数据丢

失、设备性能降低或不可预知的结果。 

防静电 

表示静电敏感的设备。 

电击防护 

表示高压危险。 

激光辐射 

表示强激光辐射。 

 表示能帮助您解决某个问题或节省您的时间。 

 表示是正文的附加信息，是对正文的强调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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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电子证据采集站是通过 USB接口或局域网连接并自动识别终端设备，配合执法记录管理平台，对

终端设备进行鉴权、自动采集授权设备上的电子证据（视频、音频、照片）的数据采集系统。它

可以： 

 满足 20台执法记录仪数据同时自动采集和充电。 

 对采集到的电子证据自动建档存储。 

 自动上传证据到云存储和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自动校时，与执法记录管理平台时间同步。 

 用户可以对保存在采集站上的文件进行检索、编辑、回放、预览以及删除等管理操作。 

1.2 系统要求 
安装本软件的 PC 机要求如下： 

 操作系统：Win7 32 位。 

 CPU：3.2GHz 以上。 

 内存：4GB 以上。 

 屏幕分辨率：1280×1024。 

 

为更好应用该产品，建议运行该软件时，始终设置 1280×1024 的屏幕分辨率。 

1.3 产品外观 
产品外观图如图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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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产品外观 

 

 

1.4 按钮/接口介绍 

  

表1-1 功能说明表 

名称 说明 

电源开关 对采集站总电源断电、上电 

电源接口 220V 交流电，采集站总电源输入 

USB2.0 USB2.0 接口 

USB2.0 USB2.0 接口 

网络接口 3 个千兆网口 

电源按钮  打开电源开关，按下电源按钮，设备开机。 

 设备正常运行时，按下电源按钮，设备关机（不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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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说明 

接地端 用于设备接地 

1.5 设备上电 

步骤1 将设备的电源线及网线分别连接好。 

步骤2 确认电源接通后，将电源开关拨至“I”状态。 

步骤3 按下电源按钮，设备即可开机。开机过程，请耐心等待。 

1.6 设备对接 

设备正常开机后，用户可将手持终端连接到采集站上，进行数据采集及充电。 

步骤1 打开设备舱，取出数据线，如图 1-2 所示。 

 

请勿将数据线过分拉伸，导致弹簧线失效或接口松脱。 

图1-2 取出数据线 

 

步骤2 将数据线插到手持终端上，直至终端显示连接成功，如图 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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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设备连接 

 

步骤3 连接后，将手持终端放入设备舱进行数据采集及充电，如图 1-4 所示。 

 

当一台或多台设备插入采集站时，采集站出现无反应、不能识别、卡死等现象，建议重

启采集站。 

图1-4 设备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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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配置和操作 

2.1 登录 
您可以参照以下步骤，登录 collection station 客户端。 

步骤4 安装软件，在桌面双击快捷方式 后，弹出登录界面，如图 2-1 所示。 

图2-1 登录 collection station  

 

步骤5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默认用户名默认密码为“admin”和“123456”。 

登录后，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请及时修改系统的用户名和密码，修改方式可参见

“2.4.2 密码修改”。 

 由于操作系统的原因，部分采集站启动桌面键盘会有延时，请用户耐心等待。 

 使用过程中，尽量不要最小化桌面键盘，不用时可选择关闭桌面键盘。如不小心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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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化桌面键盘，可双击界面顶部，点击底部系统任务栏的键盘图标 ，即可

调用桌面键盘。 

 当 PC 机处于锁定状态，而又找不到屏幕键盘输入时，您可以通过长按桌面按钮 ，

在弹出的界面菜单勾选“不适用键盘输入（屏幕键盘）”，调用屏幕键盘。 

 客户端软件支持中文和英文版本，您可以在界面右上方的“语言选择”，对中英文进

行切换。 

步骤6 单击“登录”。 

系统弹出主界面，如图 2-2 所示。 

 

您可以“勾选”自动登录，下次双击桌面快捷方式 时，自动跳转进入主界面。 

图2-2 客户端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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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设备对接 

2.2.1 对接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电子证据采集站通过“采集站编号”与执法记录管理平台进行对接，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单击 。 

步骤2 选择“存储管理”，显示存储管理界面。 

步骤3 填写采集站编号，以及设置录像存储目录、日志保存月数、上传选项和上传时间等，如

图 2-3 所示。 

图2-3 存储管理 

  

重要参数 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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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站数据存储目录 采集站数据存储目录，可单击“选择”进行文件夹浏览，选择保

存路径后点确认。 

 

 如果当前选择的路径没有写权限则会给出相应提示，否则提

示设置成功。 

 为适应大数据量的文件存储，采集站数据存储目录为追加设

置，即用户可选择多个目录作为文件的存储目录。 

 为方便查找文件，建议选择的存储目录为二级目录以内。 

 

请保持采集站出厂时的磁盘盘符及容量配制，如若要分割盘符，

而且该盘符又是用来存储电子证据的，请保持该磁盘的磁盘容

量在 100G 以上。 

存储满后覆盖 “勾选”后，文件存储空间不足时，自动循环覆盖，重点文件不

可被覆盖。 

 

若设备在上传数据时，告警磁盘空间不足，用户“勾选”该功能

后，需要插拔所有的设备，设备重新上电，重新上传数据。 

日志保存月数 日志保存的月数，1~12 个月。 

管理平台地址 执法记录管理平台的 IP地址。 

采集站编号 执法记录管理平台里添加的采集站的设备编号。 

上传云存储选项 数据文件上传到云存储，选项可分为不上传、重点上传和全部上

传三种选项。 

 不上传：表示系统将文件记录上传至执法记录管理平台，不

将文件上传到云存储。 

 重点上传：表示系统自动将警员设置的重点标记文件上传到

云存储，但所有的文件记录会保存到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全部上传：表示系统自动将所有文件和文件记录上传到云存

储和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如果之前选择“不上传”，设备被采集站采集一部分文件后，

用户又将其选择为“全部上传”，设备又被采集站采集了一部

分文件，此时前面采集的文件记录会上传到执法记录管理平

台，后面的那部分，除了把文件记录传到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还会把文件上传到云存储。 

 文件记录是对文件的描述（如大小、路径、时间等）。 

 文件是.dav或.mp4等格式的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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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4 完成设置 

步骤5 单击 。 

 

 单击 ，退出设置界面。 

 单击 ，取消当前界面未保存的全部配置。 

2.2.2 执法记录管理平台配置 

2.2.2.1 添加组织 

连接设备之前，需要添加当前设备所属的组织。通过配置组织结构，可以部署、组织和管理设备

的层级。 

系统默认第一级组织为“根节点”，新添加的组织显示在“根节点”的下一级。 

以添加“根节点”为“管理中心”，“子节点”为“zsd 采集站”为例，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在 IE 地址栏中，输入执法记录管理平台的 IP 地址，如 172.9.3.99，并按【Enter】键。 

系统显示如图 2-4 所示的登录界面。 

上传文件开始时间 所采集的电子证据，文件或文件记录上传到云存储或执法记录管

理平台的开始时间。 

 

设置 0 点时，表示数据文件实时上传。 

云存储地址 
云存储对应的服务器 IP 地址和端口。 

云存储端口 

云存储用户 
登录云存储的用户名和密码。 

云存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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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登录界面 

 

 

登录界面上提供 OCX 插件下载和 IE 一键配置的入口。如果是第一次登录执法记录管理

平台，请先安装控件，并将 IE浏览器中输入的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IP地址加入到可信站点。

安装完成后再点击“IE 一键配置”，完成配置。 

步骤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管理员默认用户名为“system”，默认密码为“123456”。 

 

登录后，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请及时修改密码。 

步骤3 单击 。 

登录后的首页，如图 2-5 所示。 

图2-5 登录后的首页 

 

 

 如果您需要退出系统，则单击界面右上方的“退出”，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

即可退出系统。 

 如果您需要修改密码，则单击界面右上方的 ，并单击“修改密码”，在弹出的对话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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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修改密码，即可修改密码。 

步骤4 选择“系统管理 > 组织管理”。 

系统显示“组织管理”界面，如图 2-6 所示。 

图2-6 组织管理 

 

步骤5 单击根节点的 。 

系统弹出“修改组织”对话框，如图 2-7 所示。 

图2-7 修改组织 

 

步骤6 修改“组织名称”为“管理中心”，并单击 。 

步骤7 单击 ，系统弹出“添加组织”对话框。 

输入“组织名称”为“zsd 采集站”，选择上级组织为“管理中心”，如图 2-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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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8 添加组织 

 

步骤8 单击 ，添加完成后，界面如图 2-9所示。 

图2-9 显示组织 

 

2.2.2.2 添加采集站 

步骤1 选择“系统管理 > 采集站设备管理”。 

系统显示“采集站设备管理”界面。 

步骤2 单击 。 

系统弹出“添加采集站”对话框。 

步骤3 选择“所属组织”，输入“设备名称”、“设备编号”等参数信息。 

系统界面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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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添加采集站 

 

 

请确保执法记录管理平台里添加的采集站的设备编号与电子证据采集站系统里的“设置

＞ 存储管理”的采集站编号相一致。 

步骤4 单击 ，完成采集站添加。 

2.2.2.3 添加角色 

配置警员的角色，赋予这个角色相应的操作权限，才能进行相应的操作。 

以添加“角色”为“系统管理员”，具有“采集站设备管理”的权限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步骤1 选择“系统管理 > 角色管理”。 

系统显示“角色管理”界面。 

步骤2 单击 。 

系统弹出“新增角色”对话框。 

步骤3 输入“角色名称”（例如：系统管理员）。 

系统显示如图 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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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1 新增角色 

 

 

如果您添加了警员，可点击进入“编辑角色成员”界面，添加多名警员。 

步骤4 单击 ，完成角色添加。 

步骤5 选中角色，单击 ，进行系统权限分配。 

系统显示如图 2-12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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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2 分配系统权限 

  

 

如果未勾选相应的系统权限，则该角色下的所有用户没有相应的操作权限。 

步骤6 单击 ，完成角色添加。 

2.2.2.4 添加警员 

以添加“zsd 采集站”组织下，警员“王五”用户为例，具体操作如下： 

步骤1 选择“系统管理 > 用户管理”。 

系统显示“用户管理”界面。 

步骤2 单击 。 

系统弹出“添加用户”对话框。 

步骤3 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确认密码”等参数配置信息。 

系统显示如图 2-13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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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添加用户 

 

重要参数 说明 

用户名 由于系统限制，建议使用姓名全拼或缩写，请勿输入中文姓名。如果

添加完成，用户名将无法修改。 

所属组织 指定警员到所属采集站上传文件，建议与所属部门关联 

复用 表示可以多人同时使用该用户名登录系统。 

步骤4 单击 ，完成警员添加，如图 2-14 所示。 

图2-14 警员添加完成 

 

步骤5 单击 ，进行角色分配（如“系统操作员”），赋予这个警员该角色下的操作权限。 

系统如图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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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5 分配角色 

 

步骤6 单击 。 

2.2.3 数据采集 

 

进行设备连接时，请先确保： 

1. 电子证据采集站已经对接执法记录管理平台，方便采集的电子证据（视频、音频、照片）

自动上传。 

2. 在执法记录管理平台添加采集站及配置警员信息等，以配合采集站对设备的鉴权及数据

采集上传。 

3. 用电脑打开“控制面板 > 所有控制面板项 > 电源选项 > 编辑计划设置”界面，确保

选择“从不”让计算机进入休眠状态。 

步骤1 将执法记录仪通过 USB 接口，连接到电子证据采集站，登录采集站系统。 

系统如图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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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设备接入 

 

步骤2 单击“点击绑定警员”，系统显示如图 2-17 所示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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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7 点击绑定警员 

 

步骤3 选择警员，单击“绑定”。系统自动对设备上的电子证据进行采集。 

系统如图 2-1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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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8 证据采集 

 

您可以通过在设备接入采集站后没有文件采集的情况下，右键，解除绑定。 

 

一个设备解除警员绑定后，如果不再重新绑定任何警员，则这台设备原先上传的文件没有上传到

平台或云的不会再上传，采集站上也不能查询这台设备的文件，如果重新绑定后会继续上传上去，

也可以重新查询。 

2.3 文件管理 
您可以在采集站上对文件进行检索、回放、预览及删除等操作。 

2.3.1 文件检索 

单击 ，进入文件管理界面，用户可通过“起止时间”、“重点查询”、“文件类型”、

“设备编号”、“案件 ID”、“案件备注”等过滤信息，实现对录像、录音或图片等文件信息进行检

索。 

系统显示如图 2-1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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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文件管理界面 

 

 ：单击 ，刷新搜索结果。 

 ：选择文件，单击 ，进行删除操作，但重点文件不可删除。 

 ：选择文件，单击 ，进行重点标记、案件备注、案件 ID、案件发生地等编辑操

作，方便用户通过这些编辑信息进行文件检索。 

 ：以缩略图方式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以列表方式查看文件的详细信息。 

 

 搜索过程中，下方的状态栏会显示正在搜索、搜索失败、搜索最终结果等状态信息。 

 界面上默认以缩略图方式显示搜索到的文件。mp4 格式的视频文件在文件时长过长时会有缩

略图延时显示的现象，加载过程中请耐心等待。 

2.3.2 回放 

 对于搜索到的录像和录音文件，点击缩略图或者双击选中列表形式的文件，就可以回放录像

录音文件，如图 2-2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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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 录像回放 

 

：开始视频播放。 

：文件播放暂停。 

和 ：文件播放速度调节，倍率播放，分慢放和快放。 

 对于搜索到的图片，双击缩略图，或者双击列表项可以预览。 

2.3.3 文件上传 

采集站从执法记录仪上采集到数据文件后，会根据存储管理设置的上传选项（不上传、重点上传、

全部上传），自动将文件上传到平台上。 

 

 当执法记录仪上采集的数据文件上传进度为 60%时，用户将上传选项选择“不上传”，则数

据文件全部不上传至云存储，但文件记录上传至平台；若用户又将上传选项选择“全部上传”，

则执法记录仪仅将剩余的 40%文件上传至云存储上。 

 若设备在上传数据时，告警磁盘空间不足，用户“勾选”该功能后，需要插拔该设备，将数

据重新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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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资料查询 

文件上传到采集站后，可以在执法记录管理平台查询到采集站上的所有文件记录，包括未上传和

已上传台的。 

步骤1 登录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操作方式可参见“2.2.2.1 添加组织”步骤 1。 

步骤2 选择“资源中心”。 

步骤3 设置查询条件后，单击“查询”，即可查看相关文件，如图 2-21 所示。 

 

如果未设置查询条件，单击“查询”后，则显示该用户所能查询到的所有文件。 

图2-21 查询媒体资料 

  

 单击 ，设置该资源的标注信息和疑情信息。 

 单击 ，查看文件记录是否已上传至执法记录管理平台。 

 单击 ，删除资源信息。 

 单击 ，资源下载。 

2.4 其他 

2.4.1 用户管理 

管理员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或删除用户，并修改用户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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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 ，选择“用户管理”，系统显示如图 2-22 所示。 

图2-22 用户管理 

 

 

 可为采集站添加普通用户， 可删除采集站上已添加的普通用户，只

有在系统管理员（用户名为 admin）登录的条件下才有权限添加和删除用户，普通用户无此

权限。 

 系统管理员用户默认具有权限设置功能下的所有权限，且权限不能取消勾选释放，普通用户

可按需分配相应权限。 

2.4.2 密码修改 

为保证系统的安全性，请在首次登录系统后，及时修改密码，并定期修改密码。 

单击 ，选择“密码修改”，系统显示如图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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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密码修改 

 

2.4.3 日志查看 

用户可在“日志”界面搜索日志，查看采集站的启动退出、时间同步情况、设备的接入拔出、设

备接入和采集异常、文件删除操作等日志信息。在“存储管理”界面可设置日志保存月数，默认

保存 3 个月。 

日志查看如图 2-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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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日志查看 

 

2.4.4 设备升级 

采集站支持设备自动升级和手动升级，如图 2-25 所示。 

 “勾选”自动升级，若设备版本更新时，自动升级； 

 “不勾选”自动升级，则需要手动选择升级包，单击 ，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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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5 设备升级 

  

 

 在对设备进行手动升级时，也可以勾选“自动升级”，对设备进行自动升级，升级页面显示

当前选中设备的版本、升级版本和进度等。 

 如果有设备在自动升级，则需等待升级的设备自动升级完成后，并取消勾选“自动升级”的

勾选后，才可以进行手动升级操作。 

2.4.5 屏幕校准 

设备出厂均已经做了屏幕校准，如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触摸点发生偏移，可通过如下方法进行校

准，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步骤1 在桌面双击快捷方式 ，弹出 USB Controller 界面。 

 

默认安装 eGalaxTouch 软件。 

步骤2 选择“工具”页签，单击“4 点校正”，如图 2-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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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6 4 点校正 

 

步骤3 在弹出的界面，根据提示，完成 4 点校准，如图 2-27 所示。 

图2-27 4 点校正 

 

 

步骤4 单击“确定”，完成屏幕校准。 



 

 

 

【社会的安全 我们的责任】 

       SOCIAL SECURITY IS OUR RESPONSIBILITY 

              浙江大华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长河街道滨安路1199号F座1层 

邮政编码：310053 

客服热线：400 6728 166 

公司网址：www.dahuatech.com 

联系我们：www.dahuatech.com/content.aspx 

 

http://www.dahuatech.com/
http://www.dahuatech.com/conten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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