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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手册版权归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所有。

保留一切版权。除了版权法允许的使用方法之外，未经事先许可，任何人不得复制、改编或

翻译。

保证说明
本手册所含之内容如有改变，恕不另行通知。

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对由于本手册的错误而引起的损害不承担责任，对由于提供或使

用本手册而随带发生的损害亦不承担责任。

商标说明
丛文®是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CONWIN®是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的

注册商标。



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

第 3页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用户使用手册 V1.0

目 录

第一章 系统功能概述................................................................................................................................................................... 4

1. 产品介绍...........................................................................................................................................................................4
2. 功能特点...........................................................................................................................................................................4
3. 产品型号...........................................................................................................................................................................4
4. 产品规格...........................................................................................................................................................................5
5. 装箱清单...........................................................................................................................................................................5

第二章 设备配置操作................................................................................................................................................................... 7

1. 登录...................................................................................................................................................................................7
2. 运行状态...........................................................................................................................................................................7
3. 系统设置...........................................................................................................................................................................8

3.1 设备属性..........................................................................................................................................................................8
3.2 软件升级..........................................................................................................................................................................9
3.3 设备操作与定时维护....................................................................................................................................................10
3.4 修改登录密码................................................................................................................................................................10

4. 媒体参数.........................................................................................................................................................................11
4.1 视频码流........................................................................................................................................................................11
4.2 音频调节........................................................................................................................................................................12
4.3 OSD 设置........................................................................................................................................................................12

5. 中心设置.........................................................................................................................................................................13
6. 报警设置.........................................................................................................................................................................13

6.1 使用者设置....................................................................................................................................................................14
6.2 防区和布撤防设置........................................................................................................................................................15

7. 联动设置.........................................................................................................................................................................15
7.1 图片复核........................................................................................................................................................................16
7.2 报警联动........................................................................................................................................................................16
7.3 自定义语音....................................................................................................................................................................17

8. 网络设置.........................................................................................................................................................................17
9. 存储设置.........................................................................................................................................................................18

9.1 存储设备.......................................................................................................................................................................18
9.2 录像文件.......................................................................................................................................................................19

10. 日志记录.........................................................................................................................................................................19



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

第 4页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用户使用手册 V1.0

第一章 系统功能概述

1. 产品介绍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是基于警云，将视频监控技术与报警技术相结合的一种新型安全防范报警设备。该产品

具备远程视频监控管理，远程对讲、监听，带报警输入、输出功能，能独立实现报警和图片复核功能，可方便地

应用于金融、商铺、家庭等领域，从而减少误报，提高工作效率。

2. 功能特点

 采用低照度 100 万(1280*720)CMOS 图像传感器；

 实时视频支持标准 H.264、H265 视频压缩技术，压缩比高，码流控制准确、稳定；

 支持报警图片联动，支持多至事前 120 秒、事后 120 秒的图片组推送，每组图片最多支持 240 张，

图片组推图周期、推图帧率可自定义；

 2.8mm 非球面大视角镜头，内置全自动日夜切换滤光片；

 支持报警本地联动，CN6901 支持 1 路报警输入，CN6903 支持 2 个报警输入、1路报警常开输出；

 3 个指示灯分别显示：设备布撤防、网络、故障等状态；

 支持警云平台接入，支持手机监控；

 支持主备地址连接警云服务器；

 支持对讲、监听功能；

 支持报警声音提醒；

 支持云升级，本地浏览器导入固件升级；

 支持 ONVIF 网络协议；

 支持 SD 卡存储，最大 128G。

3. 产品型号

产品编号 产品名称 内容

CN6901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

1、1/3" 130M/720p/2.8mm

2、支持 ONVIF 网络协议，支持 SD 卡存储，最

大 128G

3、支持联动推送事前/事后图片，实时视频播

放

4、支持 1 路报警输入，内置 1 路音频输入，1

路音频输出

5、电源需另配，产品出厂配 3.5MM 转 5.5MM

转接头。可使用：1210-35、1210-55、CN0311、

GA-1201000C

CN6903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

1、1/3" 130M/720p/2.8mm

2、支持 ONVIF 网络协议，支持 SD 卡存储，最

大 128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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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持联动推送事前/事后图片，实时视频播

放

4、支持 2路报警输入、1路继电器输出，内置

1路音频输入，1 路音频输出

5、内置 MIC 和喇叭、支持布撤防、报警语音提

示

6、电源需另配，推荐：1210-55、CN0311、

GA-1201000C

4. 产品规格

型号 CN6903

视频参数

镜头 2.8mm 非球面镜头

日夜模式 全自动日夜切换

红外灯 1 颗 850nm 阵列

夜视红外距离 10 米

编码参数
编码技术 H.264 / MPEG 硬件编码

码流 32Kbps~8Mbps

推图参数

推图帧率 每秒 1，2，4，6 可选

报警前推送时长 最大 120 秒，时长和帧率有关

报警后推送时长 最大 120 秒，时长和帧率有关

推图分辨率 CIF、D1、720P 可选

网络参数

网络协议 TCP, HTTP, ,DHCP, DNS

网口速率 10/100Mb 自适应

预览平台 警云平台，警云 APP

接口参数

网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网口

恢复出厂值 1*个自动恢复按钮

报警输入 2路报警输入（CN6901 支持 1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1路继电器常开输出（CN6901 不支持）

音频输入 1路内置 MIC

音频输出 1 路内置喇叭

工作环境

工作温度 -10°C ~ 50 °C

工作湿度 湿度 75％或更低（非冷凝）

电源供电范围 12 VDC ± 25%,

功耗 最大 2W

防水等级 室内使用

尺寸（毫米) 102*65*44

5. 装箱清单

名称 数量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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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设备配置操作

1. 登录

 使用丛文设备搜索工具，搜索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 IP 地址；

 在 PC 机浏览器中输入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的 IP 地址+端口（默认 2400）登录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

配置平台；

 输入账号和密码（默认账号和密码：conwin/ conwin），点击【立即登陆】进入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登录首页

2. 运行状态

运行状态模块下可以查看设备的运行时间、当前时间、设备型号、设备 TID、软件版本、网络状态、互联网

状态、警云服务器状态、存储服务器状态、布撤防状态、防区状态；



深圳市丛文安全电子有限公司

第 8页 丛文警云全警摄像机用户使用手册 V1.0

（图）运行状态

3. 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模块下设置全部设置、设备属性、软件升级、设备操作与定时维护四个子模块，在此模块下用户可

以开启设备的云升级、恢复出厂设置、重启设备等功能。

（图）系统设置

3.1 设备属性

 设备属性：设备名称上传警云服务器、存储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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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设备属性

3.2 软件升级

产品出厂时，云升级功能默认打开。手动升级后，云升级功能会自动关闭。用户进行恢复出厂设置（包括按

RESET 键或在设备管理网页上恢复出厂设置）操作时，都不改变云升级状态(即：已经关闭的还是关闭)，用户想

再打开云升级功能，需要手动在设备管理网页上重新开启。

 云升级：开启云升级，设备会自动升级云平台上指定的版本；

 手动固件升级：点击【选择文件】选择升级文件点击【开始升级】升级成功后“提示升级成功，

系统自动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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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软件升级

3.3 设备操作与定时维护

 定时维护：用户可以通过设置时间点，自动重启系统；

 清空系统日志：清空系统的日志信息；

 清空推图记录：清空设备的推图记录；

 重启设备：重启设备；

 恢复出厂设置：恢复出厂设置参数。

（图）设备操作与定时维护

3.4 修改登录密码

用户在此可修改设备网页登录密码：

操作：点击【修改密码】填写当前密码、新密码点击【保存】成功修改密码。登录密码至少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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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登录密码

4. 媒体参数

在媒体参数模块下可以设置视频码流、调节设备音频、OSD 文字叠加。

（图）媒体设置

4.1 视频码流

在视频模块下可以设置主码流与辅码流的相关参数。

 编码模式：H264 或 H265；

 分辨率：有 GIF、D1、720P 三种分辨率可选；

 帧率：选择帧率（5~25）；

 码流类型：可变码流或固定码流；

 码流大小：选择码流大小；

 操作步骤：调整视频码流相关参数点击【保存】点击【确定】系统重启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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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视频码流

4.2 音频调节

通过音频调节模块，我们根据实际需要调节扬声器的音量。

操作步骤：调整音频点击【保存】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图）音频调节

4.3 OSD 设置

OSD 叠加功能可以方便用户在设备上添加自身需要显示的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媒体参数->点击【OSD 叠加】勾选需要启用的功能选择显示的位置、字体大小、字体风格，

填写内容后点击【保存】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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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OSD 设置

5. 中心设置

系统会根据用户填写的警云服务器地址自动获取流媒体服务器的地址和端口

 地址：警云服务器主地址，默认为 192.168.1.110；

 端口：警云服务器主端口，默认为 8008；

 备份地址：警云服务器备份地址；

 备份端口：警云服务器备份端口；

 流媒体服务器 地址：警云服务器中设置，连接警云服务器成功后，从警云服务器中自动获取；

 流媒体服务器 端口：警云服务器中设置，连接警云服务器成功后，从警云服务器中自动获取；

 用户编号：设备在中心平台的报警用户编号。

（图）中心设置

6. 报警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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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设置模块下设有防区和布撤防、使用者编号两个子模块

 使用者设置：支持 5 个使用者密码；

 防区设置：防区启用且设置正确的用户编号时，触发会产生报警事件，否则不产生；

 布撤防设置：设置延时时间、定期测试报告周期、选择是否勾选撤防后清除报警记忆；

 布撤防操作：可远程对设备进行布撤防操作；

 输入类型：默认常开或默认常闭，系统出厂输入类型默认常开。

（图）报警设置

6.1 使用者设置

 使用者设置：设置操作密码；设置好以后，可用此密码对设备进行远程布撤防等操作。

操作步骤：填写操作密码点击【保存】弹出框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图）使用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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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防区和布撤防设置

6.2.1 防区设置

 防区设置：启用防区设置；

 防区类型：停用、延迟外出、即时、24 小时、火警、医疗救助、紧急;

 防区状态：状态：防区状态，防区正常——绿色，防区报警——红色，防区未准备——灰色，防区

旁路——橙色；

 输出类型：常开或常闭，默认常开。

启用防区操作步骤：选择防区设置->启用防区->选择防区类型->选择输入类型（常开或常闭）->点击【保存】

->点击【确定】->设备重启后生效。

防区旁路操作步骤：选择需要旁路的防区点击【旁路】弹出框点击【确定】旁路成功。

（图）防区和布撤防设置

。

6.2.2 布撤防设置

 进入延时：设置报警进入延时时间；

 退出延时：设置布防退出延时时间；

 定期测试报告周期：设置定期测试报告周期（1~24 小时，0 表示不报告）

6.2.3 布撤防操作

布撤防操作：可远程对设备进行布撤防操作；

操作步骤：点击外出布防或撤防弹出“操作成功”后点击【确定】。

7. 联动设置

在联动设置模块下，可以配置报警联动推图的相关参数、报警联动以及自定义语音相关设置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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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联动设置

7.1 图片复核

 推图帧率：分每秒 1张、每秒 2 张、每秒 4张（报警推图帧率与推送时间关联，最大最大可以推图

240 张，当推图帧率为每秒 1张时，最大可推事前事后各 120 秒；

 报警前推送时长（秒）：报警联动发生的事前时间；

 报警后推送时长（秒）：报警联动发生的事后时间。

操作步骤：填写联动推图设置点击【保存】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图）推图设置

7.2 报警联动

 联动项：布防、撤防、报警；

 启用推图：布撤防、报警事件发生时是否联动推图设置；

 启用继电器：布撤防、报警事件发生时是否联动继电器输出；

 继电器动作时间（秒）：设置继电器输出的持续时间（0默认自动关闭）；

 启用声音提醒：布撤防、报警事件发生时是否启用声音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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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声音时长：报警事件发送时的声音提醒时间设置（0默认自动关闭）。

操作步骤：确定联动项选择是否启用推图选择是否启用继电器填写输出继电器动作时间选择是否启

用声音提醒填写报警声音时长点击【保存】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图）报警联动设置

7.3 自定义语音

上传语音操作步骤：点击【选择文件】选择存放在本地的语音文件点击【上传】上传 成功后，语音

会在语音名栏目下显示。

修改语音名操作步骤：在语音名栏目下填写新的语音名点击【修改】修改成功。

（图）自定义语音设置

8. 网络设置

 IP 地址获取方式：手动获取或自动获取；

 IP 地址：设备的 IP 地址；

 子网掩码：网络子网掩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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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域名服务器（DNS）：设备 DNS 地址。

（图）网络设置

9. 存储设置

存储设置模块下，可以查看存储大小、剩余空间、存储卡状态等信息。可以根据自身业务需求设置单个录像文件

的时长和码流。其中，录制出来的 CMS 文件只能通过丛文播放器或 PC 客户端播放。

（图）存储设置

9.1 存储设备

 单个录像文件时长：5、10、15、30、60 分钟、；

 录制码流：主码流、辅码流；

操作步骤：选择单个录像文件时长选择录制码流点击【保存】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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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存储设备

9.2 录像文件

根据起始日期和结束日期，查询显示时间段内的录像文件，并将录像文件文件下载到本地操作。

（图）录像文件

10. 日志记录

1.推图记录下记录最新 100 条的推图记录。推图记录记录了报警的接收时间、推图起始时间、推图结束时间、

推图数量、联动类型等信息。支持推图记录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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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联动记录

2.本地事件记录模块下，记录着设备每次的报警时间及报警 CID 信息。支持事件记录表导出。

（图）本地事件记录

3.平台联动记录模块下，记录着设备每次发生联动的时间、联动类型、联动事前\事后信息。支持平台联动

记录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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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系统日志主要记录用户登录、登出以及修改设备参数等系统信息。

（图）系统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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