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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保留一切权利。 

本手册的任何部分，包括文字、图片、图形等均归属于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或其关联公司（以下简称“海康威视”）。未经书面许可，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摘录、复制、翻译、修改本手册的全部或部分。除非另有约定，海康威视不对本手册提供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声明或保证。 

关于本产品 

本手册描述的产品仅供中国大陆地区销售和使用。本产品只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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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手册仅作为相关产品的指导说明，可能与实际产品存在差异，请以实物为准。因产品版本

升级或其他需要，海康威视可能对本手册进行更新，如您需要最新版手册，请您登录海康威

视官网查阅（www.hikvision.com）。 

海康威视建议您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本手册。 

 

商标声明 

  为海康威视的注册商标。 

 本手册涉及的其他商标由其所有人各自拥有。 

HDMI、HDMI 高清晰度多媒体接口以及 HDMI 标志是 HDMI Licensing Administrator, 

Inc.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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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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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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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或文档丢失产生的损失。 

 您知悉互联网的开放性特点，您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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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康威视不对因此造成的产品工作异常、信息泄露等问题承担责任，但海康威

视将及时为您提供产品相关技术支持。 

 使用本产品时，请您严格遵循适用的法律法规，避免侵犯第三方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公开

权、知识产权、数据权利或其他隐私权。您亦不得将本产品用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生化

武器、核爆炸或任何不安全的核能利用或侵犯人权的用途。 

 如本手册内容与适用的法律相冲突，则以法律规定为准。

http://www.hik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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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安全声明 

 您在使用产品的过程中，将收集、存储与使用个人数据。海康威视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贯

彻个人数据保护原则。例如，若您使用具备人脸识别功能的设备，生物识别数据将经加密

处理，存储于您的设备；若您使用指纹设备，您的设备仅存储指纹模板，而非指纹图像，

指纹模板无法被还原至指纹图像。 

 作为数据控制者，您在收集、存储与使用个人数据时，须遵循所适用的个人数据保护相关

的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对个人数据采取保护措施，例如，对设备进行合理的权限管

理、加强设备应用场景的物理安全、定期进行安全评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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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节内容的目的是确保用户通过本手册能够正确使用产品，以避免操作中的危险或财

产损失。在使用此产品之前，请认真阅读产品手册并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 

资料获取 

访问本公司官网（www.hikvision.com）获取说明书、应用工具和开发资料。 

概述 

本手册适用于安检复检平台。 

符号约定 

对于文档中出现的符号，说明如下所示。 

符号 说明 

 说明类文字，表示对正文的补充和解释。 

 

注意类文字，表示提醒用户一些重要的操作或者防范潜在的伤害

和财产损失危险。 

 

警告类文字，表示有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伤害

事故、设备损坏或业务中断。 

 

危险类文字，表示有高度潜在风险，如果不加避免，有可能造成

人员伤亡的重大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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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概述 

1.1 产品简介 

复检平台用于违禁品复查确认，关联违禁品所属人的证件信息、X 光安检机检测图片以

及可见光危险品图片，实现集“人+证+物” 为一体的检测机制，提升安检违禁品复检

效率；实现复检过程电子信息化，便于查询与溯源。复检平台采用触屏操作方式，方

便使用，节省外部配件空间。 

1.2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说明 

指示灯 状态 说明 

电源指示灯 绿色常亮 设备启动完成 

 

1.3 一体机接口说明 

安检仪接口图如下： 

 
图1-1 一体机接口图 

序号 名称 说明 

1 电源输入 DC 12 V 电源输入 

2 开关接口 连接开关机按键 

3 网口 a. 内部网口，用于在设备组装时接入机身网线 

b. 外部网口，接入互联网 

4 USB 接口 连接读卡器、鼠标、键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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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DMI 输入 视频信号输入 

6 音频输入 3.5mm 音频输入接口 

7 音频输出 3.5mm 音频输出接口 

8 重置按键 恢复设备参数 

9 报警输入输出 连接报警输入输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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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操作 

2.1 开机与激活 

2.1.1 开机 

  

 请确认接入的电压与设备的要求相匹配，并保证安检设备接地端接地良好。 

 电源供电不正常时，会导致设备不能正常工作，甚至损坏设备，建议使用稳压电源

进行供电。 

具体开机步骤如下： 

 插上电源（220 V AC）。 

 按下电源线一侧电源开关启动按钮，设备启动。 

  

 设备启动后，电源指示灯呈绿色。 

 如果通过主菜单软关机后，需要重新启动设备时，可直接按电源按钮进行开机。 

2.1.2 设备激活 

设备首次使用时，需要进行激活。 

 
图2-1 激活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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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界面中输入密码与确认密码，单击“确定”进行设备激活。 

  

 默认用户名为 admin。 

 密码由 8-16 位数字、小写字母、大写字母或特殊字符的两种及以上组合而成。 

 密码分为弱、中、强 3 个等级。为保护您的个人隐私和企业数据，避免设备的网络

安全问题，建议您设置符合安全规范的高强度密码。 

 

2.1.3 登录 

设备激活后，需使用激活密码登录方可进行设备配置操作。 

 
图2-2 登录 

  

请您理解，您有责任合理配置所有的密码及其他相关产品安全设置，并妥善保管好您

的用户名和密码。 

2.2 事件处理 

当有事件发生时，可进行事件处理。 

 在设备主界面中，点击“事件处理”，进入处理界面。 

 点击选择需要处理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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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 选择事件（单视图） 

 
图2-4 选择事件（双视图） 

2.2.1 包裹检查及处理 

 点击“查看大图”查看包裹内容。 

 点击“开包检查”，可对相应包裹进行查看和拍照。 

1. 当发现违禁品时，点击“拍照”，并选择物品类型，并对违禁品进行寄存或丢弃处理。 

2. 点击“丢弃”或“寄存”，违禁品图片将显示相应标记。 

3. 点击“确认身份”，自动录入或手动录入人员信息。 

 选择自动录入人员信息时，需在设备刷卡区域放置相应证件，设备将自动读取证

件信息，并抓拍人员照片进行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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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抓拍信息与身份信息核对成功后，设备将显示“比对正确”，反之则显示“比对

失败”。 

  

 选择手动录入人员信息时，需手动输入人员联系方式、选择证件类型并输入证件

号码与姓名，并点击“拍照”抓拍人员照片进行录入。 

4. 点击“签名确认”，并提示人员在设备签名区域进行签名。 

  

 签名时，需逐字进行签写，保证字迹清晰可见，签名完成后，点击界面“完成”保

存签名。 

 设备支持最多签 5 个字。 

5. 点击“完成”进行违禁品处理。 

6. （可选操作）当选择“寄存”相关包裹内容时，点击“打印”，可打印相关物品保管

单据及取货凭条。 

 点击“继续处理”或完成返回界面。 

2.2.2 包裹放行 

 点击“查看大图”查看包裹内容。 

 点击“放行”，可放行相应包裹。 

  

选择事件，点击“放行”也可直接放行相关包裹。 



安检复检平台 用户手册 
 

7 
 

2.3 查看数据统计 

在安检复检主界面点击“数据统计”，可查看违禁包裹数量，放行包裹数量，处理包

裹数量，丢弃物品数量，寄存物品数量，以及违禁品类型分布。 

 
图2-5 数据统计 

2.4 查看处理记录 

在安检复检主界面点击“处理记录”，可查看包裹处理记录。 

 
图2-6 处理记录 

设置处理时间、开包人员及包裹人员进行筛选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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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处理记录，可查看事件信息、处理结果及人员信息等。 

 
图2-7 处理结果 

 
图2-8 人员信息 

2.5 报警 

当遇到紧急情况时，可通过点击设备界面报警图标 或设备机身左方的报警按钮进

行一键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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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系统设置 

在安检复检主页面点击“系统配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你可以进行设备信息配置，

违禁品信息配置，平台配置、用户配置并查看设备基本信息。 

2.6.1 接入设备 

 选择“接入设备”进入界面，您可以对安检设备进行参数配置。 

 

 选择需进行网络参数配置的安检机。 

 输入安检机 IP 地址、端口号。 

 （可选操作）点击切换出图模式为单视角或双视角。 

  

 仅双摄像头设备支持切换双视角出图，请以实际设备为准。 

 切换为双视角后，事件处理中可查看双视角图片。 

 输入安检机的用户名及密码。 

 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复检平台与该 IP 地址下安检机完成关联，可进行违禁品图

片接收。 

2.6.2 平台配置 

配置平台相关参数并查看设备编号。 

 输入平台 IP 地址、端口号。 

 输入密钥与平台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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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保存”完成设置。 

 
图2-9 平台配置 

2.6.3 用户管理 

您可以添加、修改或删除用户信息。 

 点击“+”，添加用户。 

 
图2-10 添加用户 

 输入用户名、工号、密码及确认密码。 

 点击“确认”完成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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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选操作）点击操作栏中的“修改”，可修改用户密码。点击操作栏中的“删除”，可删除

当前用户。 

2.6.4 基本信息 

您可以查看设备基本信息。 

 
图2-11 设备信息 

2.6.5 关于 

您可以查看复检平台用户说明及开源软件。 

 
图2-12 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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