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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I 

  前言 

概述 

本文档详细描述了 VDPConfig 的功能和界面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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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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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声明 

 产品请以实物为准，说明书仅供参考。 

 如不按照说明书中的指导进行操作，因此而造成的任何损失由使用方自己承担。 

 产品实时更新，如有升级可能导致产品部分功能与说明不符，恕不另行通知。如需最新程序

及补充说明文档敬请与公司客服部门联系。 

 如在使用时发生任何问题，请及时与供应商或公司客服部门联系。 

 部分数据仍可能与实际值存在偏差，如有任何疑问或争议，请以公司最终解释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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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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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简介 

1.1 概述 

VDPConfig 主要用于配置和维护可视对讲的门口机和室内机，可以进行如下操作： 

 修改设备的 IP 地址。 

 校准设备时间、重启设备、恢复系统默认、修改设备密码和重置密码。 

 升级设备。 

 导出或者导出视频配置、音频配置、室内机管理，发卡信息，门禁密码和开门二维码。 

1.2 主界面 

打开 VDPConfig，VDPConfig 的主界面如图 1-1 所示，详细说明请参见表 1-1。 

 

 启动工具后，工具会自动按照“搜索设置”里选择的网段搜索设备。 

 工具安装完成后首次启动时“搜索设置”里默认选择“当前网段搜索”。 

图1-1 VDPConfig 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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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主界面介绍 

序号 功能 说明 

1 菜单栏 

包括修改 IP、系统配置、升级和模板配置页签。 

 ：可以单个或者批量修改设备 IP。 

 ：可以设置设备系统时间、重启设备、恢复默认、修改密码和重置密码。 

 ：可以单个或者批量升级设备。 

 ：可以管理模板和应用模板。模板信息包含音频信息、视频信息、发卡

信息等。 

2 搜索设置 

搜索当前网段或者其他网段设备。 

单击 ，刷新搜索到的设备列表。 

3 帮助图标 

查看帮助文档和软件版本信息、设置系统参数、最小化或者退出软件。 

 单击 ，查看帮助文档和软件版本信息、设置搜索备用端口和升级。 

 单击 ，最小化软件。 

 单击 ，退出软件。 

4 筛选 
通过选择设备类型、初始化状态、设备 IP（IPV4 或者 IPV6）快速筛选设备，也

可以通过输入搜索条件（类型、IP、型号、MAC 地址、版本号等）筛选设备。 

5 设备列表 

显示搜索到的设备和设备信息，包括类型、型号、IP、MAC 和版本号。在“操

作”列可进行如下操作： 

 单击 ，修改设备 IP。 

 单击 ，查看设备信息。 

 单击 ，快速打开设备 WEB 配置界面。 

 

不支持在 IPV6 地址下修改 IP 和查看信息列表功能。 

6 功能配置 

包括初始化设备、批量修改设备 IP、导入设备、导出设备、手动添加设备和删除

设备的功能。 

 初始化设备：选择设备，单击 ，对设备进行初始化操作。 

 批量修改设备 IP：选择设备，单击 ，可以同时修改多个设备的 IP。 

 导入设备：单击 ，通过模板可以批量导入设备。 

 导出设备：选择设备，单击 ，导出选中的设备信息。 

 添加设备：单击 ，可以手动添加设备。 

 删除设备：选择设备，单击 ，可以删除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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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常操作 

2.1 配置系统参数 

设置搜索设备的备用端口、升级设备时的升级超时时间和网络超时时间。 

 在主界面单击 ，并选择“设置”。 步骤1

系统弹出“设置”对话框，如图 2-1 所示。 

图2-1 设置 

 

 设置系统参数，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1。 步骤2

表2-1 系统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广播搜索备用端口 

搜索设备时使用的备用端口。 

当使用默认广播搜索端口不能搜索到设备时，自动切换为备用端口

搜索设备。 

升级超时时间 
设备升级时，单个设备的最长升级时间。 

当设备升级的时间大于设置的值时，系统停止升级设备。 

网络超时时间 
设备升级时，网络连接的最大超时时间。 

当设备升级的网络超时时间大于设置值时，系统停止升级设备。 

 单击“确定”，完成配置。 步骤3

2.2 添加设备 

单个或者批量添加设备，请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添加方式。 

 

请确保设备和安装 VDPConfig 的 PC 间网络互通，否则 VDPConfig 无法搜索到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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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单个添加 

当需要添加单个设备时，可选择此添加方式。 

 

可以设定筛选条件，在搜索结果中快速查找出符合条件的设备。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IP 修改”界面，如图 2-2 所示。 

图2-2 修改 IP 

 

 单击 。 步骤2

系统显示“手动添加”对话框，如图 2-3 所示。 

图2-3 手动添加 

 

 设置设备参数，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2。 步骤3

表2-2 设备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IP 地址 添加设备的 IP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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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用户名 
登录设备的用户名和密码。 

密码 

端口 设备的端口号。 

 单击“确定”。 步骤4

系统显示添加的设备。 

2.2.2 批量添加 

当需要添加多个设备时，通过搜索或者模板批量导入设备。 

 当已知设备所在网段时，可以通过搜索添加设备，具体操作请参见“2.2.2.1 搜索添加”。 

 当已有设备的模板数据时，可以通过模板导入设备，具体操作请参见“2.2.2.2通过模板添加”。 

2.2.2.1 搜索添加 

通过搜索批量添加当前网段或者其他网段的设备。 

 

可以设定筛选条件，在搜索结果中快速查找出符合条件的设备。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设置”界面，如图 2-4 所示。 

图2-4 设置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搜索设备的方式。 步骤2

 当前网段搜索：选择“当前网段搜索”，并设置“用户名”和“密码”，系统搜索当

前网段的设备。系统出厂默认为当前网段搜索。 

 其他网段搜索：选择“其他网段搜索”，并设置“起始 IP”、“结束 IP”、“用户名”和

“密码”，系统搜索设置网段的设备。 

 

 当同时选择“当前网段搜索”和“其他网段搜索”时，系统同时搜索当前网段和设

置网段的设备。 

 “用户名”和“密码”是修改 IP、配置系统参数信息和升级设备时登录设备的用户

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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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确定”，系统开始搜索设备。 步骤3

搜索完成后，系统显示搜索添加的设备。 

 

 单击 ，刷新搜索到的设备列表。 

 关闭工具时会保存设置的搜索条件，重新开启工具时会启用上次保存的设置。 

2.2.2.2 通过模板添加 

通过模板添加设备，可以快速将需要的设备添加到系统中。 

 

请确认 PC 已安装 Microsoft Excel 软件。 

2.2.2.2.1 获取模板 

通过手动填写模板文件或者将从系统中导出的设备信息文件作为模板文件。 

 填写模板文件的操作请参见“填写模板文件”。 

 导出设备信息文件的操作请参见“导出设备信息文件”。 

 

 模板文件（设备导入模板.xls）必须使用 Excel 工具打开和编辑。 

 删除模板文件中的记录时，必须先选中对应行，右键选择“删除”，删除对应记录。 

填写模板文件 

 在工具的安装路径下获取并打开模板文件“设备导入模板.xls”，如图 2-5 所示。 步骤1

 

模板文件里提供的示例仅作参考，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图2-5 设备导入模板 

 

 填写设备参数，具体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3。 步骤2

表2-3 设备参数 

参数 说明 

类型 必选，设备的类型，填写 VTH、VTO、VTS 或者 SHG。 

型号 可选，设备的型号。 

IP 必选，设备的 IP 地址。 

端口 必选，设备的端口号。 

MAC 必选，设备的 MAC 地址，请从设备标签上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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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序列号 可选，设备的序列号。 

版本号 可选，设备的版本号。 

子网掩码 必选，设备的子网掩码。 

网关 必选，设备的网关。 

初始化状态 必选，包括“已初始化”和“未初始化”两种状态。 

 保存并关闭模板文件。 步骤3

导出设备信息文件 

导出搜索到的设备信息，用于添加设备或者备份设备信息。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修改 IP”界面。 

 选择需要导出的设备，并单击 。 步骤2

系统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选择保存路径，设置“文件名称”如“导出设备”。 步骤3

 单击“保存”，系统开始导出设备信息。 步骤4

设备信息导出完成后，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单击“确定”。 步骤5

可以在保存路径下查看导出的设备信息文件，如图 2-6 所示。 

图2-6 导出设备信息 

 

2.2.2.2.2 导入设备 

获取模板后，通过在模板里添加设备信息并将模板导入系统来添加设备。 

 

使用模板文件导入设备时请先关闭模板文件。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修改 IP”界面，如图 2-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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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修改 IP 

 

 单击 。 步骤2

系统弹出“打开”界面。 

 选择需要导入的设备文件，单击“打开”，系统开始导入设备。 步骤3

设备导入完成后，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单击“确定”。 步骤4

导入的设备显示在设备列表中，如图 2-8 所示， 

图2-8 设备导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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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初始化设备 

单个初始化设备。 

 

 部分设备支持此功能。 

 只能初始化局域网内的设备。 

 未初始化设备不能进行相关操作，在设备列表中显示为灰色，并且工具其他界面不提供未初

始化设备的信息。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修改 IP”界面，如图 2-9 所示。 

图2-9 修改 IP 

 

 选择未初始化的设备。 步骤2

 单击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初始化”界面，如图 2-10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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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0 设备初始化（1） 

 

 选择需要初始化的设备，然后单击“初始化”。 步骤4

系统显示“设备初始化”界面，如图 2-11 所示。 

 

 不同型号设备的界面显示不同，请以实际为准。 

 若不设置预留信息，只能通过导 XML 文件重置密码。 

图2-11 设备初始化（2） 

 

 设置设备初始化参数，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4。 步骤5

表2-4 设备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用户名 用户名默认为 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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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 说明 

新密码 

输入设备的新密码。新密码设置规则包含以下两种，不同的设备支持

不同的设置规则，请根据界面提示设置密码。 

 设置为 8 位～32 位，可以由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除“'”、“"”、

“;”、“:”、“&”外）三种类型中的两种组成。 

 只可设置为 6 位数字。 

确认密码 确认输入的新密码。 

预留手机 默认已选择，输入的手机号码将用于密码重置。 

 单击“初始化”，系统开始初始化设备。 步骤6

初始化完成后，系统显示如图 2-12 所示。 

若初始化成功，显示 ；若初始化失败，显示 。单击图标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图2-12 初始化完成 

 

 单击“完成”，结束设备初始化操作。 步骤7

初始化完成后，工具主界面上设备状态变为“已初始化”，设备信息将显示在工具其他界

面。 

2.4 修改 IP 

单个或者批量修改设备的 IP 地址。 

 当设备较少时或者设备的登录密码不相同时，可以单个修改设备的 IP 地址。 

 当设备较多且设备的登录密码相同时，可以批量修改设备的 IP 地址。 

2.4.1 单个修改 

当需要修改单个设备 IP 时，可选择此修改方式。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修改 IP”界面，如图 2-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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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3 修改 IP 

 

 单击需要修改 IP 的设备对应的 。 步骤2

系统弹出“修改 IP”对话框，如图 2-14 所示。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图2-14 修改 IP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设置 IP 地址的模式。 步骤3

 DHCP 模式：当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时，设置“模式”为“DHCP”，则设备自

动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VTO 设备不支持 DHCP 模式。 

 手动模式：设置“模式”为“静态”，并填写设备的“目标 IP”、“子网掩码”和“网

关”，则设备的 IP 地址修改为设置的 IP 地址。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步骤4



 

 日常操作  13 

 

2.4.2 批量修改 

当需要修改多个设备 IP 时，可选择此修改方式。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修改 IP”界面。 

 选择需要修改 IP 的设备。 步骤2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单击 。 步骤3

系统弹出“修改 IP”对话框，如图 2-15 所示。 

图2-15 修改 IP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设置 IP 地址的模式。 步骤4

 DHCP 模式：当网络中存在 DHCP 服务器时，设置“模式”为“DHCP”，则设备自

动从 DHCP 服务器获取 IP 地址。 

 

VTO 设备不支持 DHCP 模式。 

 手动模式：设置“模式”为“静态”，并填写设备的“起始 IP”、“子网掩码”和“网

关”，则设备的 IP 地址从起始 IP 开始依次递增修改。 

 

选择“同一 IP”，将选中的设备设置为同一个 IP 地址。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 步骤5

2.5 配置系统信息 

可以校准设备时间、重启设备、恢复默认、修改密码和重置密码。 

2.5.1 校准时间 

通过设置校准设备的时间。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系统配置”界面的“校时”页签，如图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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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6 校时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2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单个或者多个设备。 步骤3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设备同步时间的方式。 步骤4

 选择时间和时区，单击“手动同步”，设备时间同步为设置的时间。 

 单击“同步 PC”，以 PC 时间为基准调整设备时间。 

 选择“NTP 设置”，设置 NTP 服务器参数，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5。设置完成后单击

“保存”。 

表2-5 NTP 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NTP 服务器 设置为 NTP 服务器的 IP 地址或者域名。 

NTP 端口 设置为对接 NTP 服务器的端口。 

更新周期 设备向 NTP 服务器同步时间的间隔时间。 

 （可选）选择“启用夏令时”，设置夏令时参数，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6。设置完成后单步骤5

击“保存”。 

 

在实行夏令时的国家或地区使用设备时，需要执行此步骤。 

表2-6 夏令时参数说明 

参数 说明 

夏令时类型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类型为“日期”或“星期”。 

开始时间 
设置夏令时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 

结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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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重启设备 

自动重启或者手动重启设备。 

 

重启会造成业务中断，请尽量选择业务量小的时间重启设备。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校时”界面。 

 单击“重启”页签。 步骤2

系统显示“重启”界面，如图 2-17 所示。 

图2-17 重启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单个或者多个设备。 步骤4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设备的重启方式。 步骤5

 若要自动重启，选择“自动重启”，设置重启星期和时间，单击“确定”，设备在对

应时间自动重启。 

 若要手动重启，单击“重启”，设备立即重启。 

2.5.3 恢复默认 

只能恢复设备的 NTP 设置和夏令时。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校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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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恢复”页签。 步骤2

系统显示“恢复”界面，如图 2-18 所示。 

图2-18 恢复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单个或者多个设备。 步骤4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单击“恢复默认”，系统开始恢复设备的默认设置。 步骤5

恢复默认完成后，系统显示如图 2-19 所示界面。 

若恢复默认成功，设备后面显示 ；若失败，显示 。单击图标可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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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 设置结果 

 

2.5.4 修改密码 

修改设备的登录密码。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校时”界面。 

 单击“密码修改”页签。 步骤2

系统显示“密码修改”界面，如图 2-20 所示。 

图2-20 密码修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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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单个或者多个设备。 步骤4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选择的多个设备的登录密码必须相同。 

 输入设备的旧密码，并单击“确定”。 步骤5

系统显示的“密码修改”界面，在此界面上显示了新密码的设置规则，如图 2-21 所示。 

图2-21 密码修改（2） 

 

 输入设备的新密码和确认密码。 步骤6

新密码设置规则包含以下两种，不同的设备支持不同的设置规则，请根据界面提示设置

密码。 

 设置为 8 位～32 位，可以由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除“'”、“"”、“;”、“:”、“&”

外）三种类型中的两种组成。 

 只可设置为 6 位数字。 

 

设置新密码后，在使用“搜索设置”搜索设备时，请使用新密码登录设备。 

 单击“确定”，完成修改密码。 步骤7

 

若新密码和旧密码重复，单击“确定”后，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单击“确定”并重新

设置新密码。 

2.5.5 重置密码 

通过扫描二维码或者 XML 文件重置密码。 

 

 只能对局域网内的设备进行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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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在初始化时没有设置预留信息，密码重置时只能通过 XML 文件方式。 

2.5.5.1 二维码重置密码 

通过扫描界面上的二维码重置密码，仅支持单个设备密码重置。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校时”界面。 

 单击“密码重置”页签。 步骤2

系统显示“密码重置”界面，如图 2-22 所示。 

图2-22 密码重置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需要重置密码的单个设备。 步骤4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单击“密码重置”。 步骤5

 若设备不支持此功能，系统会显示提示信息。 

 若设备支持此功能，系统显示“密码重置”界面，如图 2-23 所示。 

 

不同型号设备的界面显示不同，请以实际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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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3 密码重置 

 
 选择“重置方式”为“二维码”。 步骤6

 根据实际界面指示操作，获取安全码。 步骤7

 

 扫描二维码获取安全码时，一个二维码最多支持扫描获取两次安全码。 

 预留手机接收到安全码后，请在 24 小时内使用安全码重置密码，否则安全码将失

效。 

 输入“安全码”、“新密码”和“确认密码”。 步骤8

新密码设置规则包含以下两种，不同的设备支持不同的设置规则，请根据界面提示设置

密码。 

 设置为 8 位～32 位，可以由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除“'”、“"”、“;”、“:”、“&”

外）三种类型中的两种组成。 

 只可设置为 6 位数字。 

 

设置新密码后，在使用“搜索设置”搜索设备时，请使用新密码登录设备。 

 单击“确定”，系统开始重置密码。 步骤9

密码重置完成后，在设备处显示结果，如图 2-24 所示。 

表示密码重置失败， 表示密码重置成功。单击图标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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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4 密码重置结果 

 

2.5.5.2 XML 文件重置密码 

XML 支持单个或者多个设备密码重置。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校时”界面。 

 单击“密码重置”页签。 步骤2

系统显示“密码重置”界面，如图 2-25 所示。 

图2-25 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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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设备类型前的 。 步骤3

系统显示设备列表。 

 选择需要重置密码的单个或者多个设备。 步骤4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单击“密码重置”。 步骤5

 若设备不支持此功能，系统会显示提示信息。 

 若设备支持此功能，系统显示“密码重置”界面，如图 2-26 所示。 

 

不同型号设备的界面显示不同，请以实际为准。 

图2-26 密码重置 

 
 选择“重置方式”为“XML 文件”。 步骤6

系统显示“密码重置-导出 XML”界面，如图 2-27 所示。 

 

不同型号设备的界面显示不同，请以实际为准。 

图2-27 密码重置-导出 XML 

 

 导出 XML。 步骤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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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浏览”，选择导出 XML 文件的保存路径。 1.

 单击“下一步”，开始导出。 2.

导出完成后，系统弹出提示对话框。 

 单击“确定”，完成导出。 3.

导出 XML 文件成功后，系统自动进入“密码重置-导入 XML”界面。 

 获取 result.xml 文件。 步骤8

在 XML 文件的保存路径下找到 ExportFile.xml 文件，按照界面提示将此文件作为邮件附

件发送至指定邮箱。约几分钟后，您会收到附件形式的 result.xml 文件，将其保存至任意

路径。 

 导入 XML。 步骤9

 

若导入 XML 的窗口已关闭，可以选择“系统设置 > 密码重置”，单击“继续上次修改密

码操作，请导入 XML 文件”，以继续操作。 

 单击“打开”，从保存路径导入 result.xml 文件，如图 2-28 所示。 1.

图2-28 密码重置-导入 XML 

 

 单击“下一步”，开始导入。 2.

导入 XML 文件成功后，系统自动进入“密码重置-修改密码”界面，如图 2-29 所示。 

图2-29 密码重置-修改密码 

 

 修改密码。 步骤10

新密码设置规则包含以下两种，不同的设备支持不同的设置规则，请根据界面提示设置

密码。 

 设置为 8 位～32 位，可以由数字、字母和特殊字符（除“'”、“"”、“;”、“:”、“&”

外）三种类型中的两种组成。 

 只可设置为 6 位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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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新密码后，在使用“搜索设置”搜索设备时，请使用新密码登录设备。 

 单击“完成”，系统开始重置密码。 步骤11

密码重置完成后，在设备处显示结果，如图 2-30 所示界面。 

表示有参数配置失败， 表示参数均配置成功。单击图标可以查看详细信息。 

图2-30 设置结果 

 

2.6 升级设备 

单个或者批量升级设备。 

 

升级过程中如果设备断连，只要 VDPConfig 继续停留在升级界面，当设备再次连上网络，会继续

上次的升级。 

2.6.1 单个升级 

当需要升级单个设备时，可选择此升级方式。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升级”界面，如图 2-3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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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1 升级 

 

 单击需要升级设备对应的“打开”，选择升级文件，并单击“打开”。 步骤2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单击“升级”，系统开始升级并显示进度。 步骤3

升级完成后，设备自动重新启动。 

2.6.2 批量升级 

将多个设备批量升级到同一软件版本。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升级”界面。 

 选择需要升级设备。 步骤2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选择的设备必须是升级到同一个软件版本的设备。 

 单击 。 步骤3

系统弹出“批量升级”对话框，如图 2-32 所示。 

图2-32 批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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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打开”，选择升级文件。 步骤4

 设置批量升级参数，详细参数说明请参见表 2-7。 步骤5

表2-7 批量升级参数 

参数 说明 

升级端口 设备升级时的端口，如果没有选择，默认设备本身搜索出的端口。 

是否需要清配置 选择可清除设备已有配置信息。 

 单击“确定”，系统开始升级。 步骤6

2.7 配置模板 

包括导出设备模板和应用模板。 

 通过导出设备模板，可以备份或者保存设备的视频配置、音频配置、室内机管理、发卡信息、

门禁密码和开门二维码。 

 通过应用保存的模板，可以恢复或者批量配置设备的视频配置、音频配置、室内机管理、发

卡信息、门禁密码和开门二维码。 

2.7.1 导出设备模板 

通过导出设备的模板备份或者保存设备的视频配置、音量配置、室内机管理、发卡信息、门禁密

码和开门二维码。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模板配置”界面，如图 2-33 所示。 

图2-33 模板配置 

 

 导出设备模板。 步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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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击 。 1.

系统显示“模板管理”界面，如图 2-34 所示。 

图2-34 模板管理 

 

 在设备列表中选择设备，设置模板名称，例如“Template”，并选择需要导出的信息。 2.

 保存模板。 步骤3

 单击“获取配置”，系统开始获取已选设备配置信息。 1.

获取完成后，在模板管理主界面上显示“获取配置成功”，并弹出“另存为”对话框，

如图 2-35 所示。 

图2-35 另存为 

 

 单击“打开”，选择模板保存路径。 2.

 单击“确定”，保存模板。 3.

导出设备模板完成，系统显示“模板应用”界面，如图 2-36 所示。 

 

应用模板详细操作请参见“2.7.2 应用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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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6 模板应用 

 

2.7.2 应用模板 

导出设备模板后，通过加载模板并应用，可恢复或者批量配置设备的视频配置、音量配置、室内

机管理、发卡信息、门禁密码和开门二维码。 

 单击 。 步骤1

系统显示“模板配置”界面  

 加载模板。 步骤2

 单击 。 1.

系统显示“加载模板”界面，如图 2-37 所示。 

 

加载模板前，请确保模板文件已存在。如果没有模板文件，请参见“2.7.1 导出设备

模板”。 

图2-37 加载模板 

  
 单击“打开”，选择模板文件。 2.

 单击“确定”。 3.

系统显示“模板应用”界面，如图 2-3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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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38 模板应用 

 

 选择需要修改参数的设备，单击“确定”。 步骤3

系统弹出“应用模板”对话框。 

 单击“确定”，系统开始应用模板。 步骤4

模板应用完成后，在设备处显示结果，如图 2-39 所示。 

表示有参数配置失败， 表示参数均配置成功。单击图标可以查看配置详情。 

 

 单击“其他模板”，可以切换需要应用的模板。 

 如果设备没在设备列表中，请重新搜索设备，详细操作请参见“2.2 添加设备”。 

图2-39 模板应用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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