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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入门指南：重要提示 
· 安装或操作本产品之前请仔细阅读这些 说明。

· 本产品应由合格的服务人员安装，并且安装应符合当地和国
家 的规定。

· 本产品不适合在还作为空气处理空间的吊顶空间中安装。

· 有关所有用户手册、指南的最新更新以及最新的摄像机固件
版本，请访问
www .oncamgrandeye.com/security-systems/

 传感器 500 万像素传感器 端口 RJ45 / 2.1 插孔 DC / 2.5 音频 

 视野 3600 网络电缆类型 适用于 100base 的 CAT5 或更高

 视角 1800 半球 DIP 开关选项 #1（不适用）；#2 NTSC（开）/
PAL（关）

 最低 照度 0.2 勒克斯 电源 12VDC（最小 1Amp）/POE

 帧速率 10 fps @ 4MP / 15 fps @ ≤ 2MP 功耗 最大 8W

 视频编解码器 支持 MJPEG / H.264 工作温度 -40 至 55°C（-40 至 135°F）

 外部输入/输出 1 接点输入/1 接点输出 储存温度 -40 至 70°C（-40 至 158°F）

 安全性 密码多级访问 防透水保护  IP66 额定

 用户 多用户，同时 20 位 重量 0.92kg（2.03 磅） 认证： 

 IEEE802.3af 2 级；EMC：CISPR A 类，FCC；CE，ICES-003；UL60950  

欢迎
Oncam Grandeye Evolution 室外 360° 网络摄像机设计
为与 IP 网络连接，并且可以使用标准 Internet 浏览器软
件进行配置和操作。本快速入门指南介绍了标准表面安装
摄像机应用的安装和配置步骤。 

技术支持  
Oncam Grandeye Evolution 网络摄像机安装和操作
指南 (http://www.oncamgrandeye.com/security-
systems/360-degree-camera/) 

电话：+1 (559) 2921981-（国际）  
电子邮件：techsupport@pelco.com 

记下 MAC 地址 
记录下摄像机的位置和唯一的 MAC 地址，这些信息印
在两张摄像机标签上。在摄像机配置过程中可能会用到
这些信息。

PoE/网络连接
摄像机应使用配备了 RJ45 接头的 CAT5 或更高的电缆连接到
网络。

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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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视频输出：用于“鱼眼”现场监控/本地摄像机测试的 PAL（520 线）BNC 
连接。要激活 BNC 连接，请将 DIP 开关 2 设定为：NTSC 开/PAL 关。

音频输入：3.5mm 音频插孔。

电源选项
摄像机模块需要使用外部电源才能工作。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之
一来实现：

1. 以太网供电 (PoE)：将以太网电缆连接到以太网端口。摄像机可以采用
PoE IEEE802.3af 通过以太网电缆供电。

2. 直接直流输入：若没有 PoE 可供使用，请使用 12V 直流电源并连接
正确的电极（中心为正极）。

模拟视频输出
直接直流输入

音频输入

警报器连接

安装选项 

Evolution 室外半球摄像机应安装于平整表面，例如墙壁或天花板。布线可以配置为从侧面或从安装表面内部通
过安装底座背面进入摄像机。推荐尽可能采用后一种方法，以便提高防破坏和抗干扰能力。 

注：本产品不适合在还作为空气处理空间的吊顶中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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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05NMD（白色底座）
EVO-05NND（黑色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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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下半球装饰罩
使用梅花工具（随附）卸下四颗梅花螺钉，然后
小心地卸下塑料半球装饰罩并放在一边，小心不
要刮花半球罩。

重新装配并通电 
将球形罩小心地装回底座，注意不要损坏球罩表
面，同时确保已正确安装球罩密封圈。用随附的
梅花起子重新安装半球罩螺钉。撕下半球罩上的
屏幕保护膜。

调焦

焦距在出厂前已预先设定，因此无
需进行调节。

配置网络设置
要使用摄像机，您需要知道 IP 地址。典型的安装类型分为两种。第一种类型

使用 DHCP 服务器或路由器来为每台摄像机自动分配唯一的有效 IP 地址。另
一种类型是使用静态 IP 地址来手动配置网络。若您的网络有 DHCP 服务器，
请转至步骤 11。

注：《Evolution 摄像机安装和操作指南》和《摄像机配置工具指南》更加详细地
介绍了如何调整 IP 设置。

静态 IP 安装

若网络中没有可用的 DHCP 服务器，则摄像机将采用其默认 IP 地址 
192.168.0.200。您需要为每台摄像机手动分配一个唯一的新 IP 地址。

使用摄像机配置工具

Oncam Grandeye 网站  http://www.oncamgrandeye.com/56-oncam-grandeye-configuration-tool.html 提供
了最新版本的摄像机配置工具和用户指南可供下载。

该工具能迅速找到所有与网络连接的 Oncam Grandeye 网络摄像机的 IP 和 MAC 地址。该软件工具还让您能够更改网络
设置、配置系统以及对多台摄像机执行软件更新。

要查找连接的摄像机，请按照随附的安
装说明执行操作。

单击桌面或程序列表中的图标（在 
Oncam Grandeye 下），以便启动应
用程序。软件将扫描网络并提供所有 
已连接的 Oncam 网络摄像机的列表。

单击“Discover（发现）”按钮可以启
动新的扫描。

有关应用程序功能的全部详细信息，请
参阅“摄像机配置工具用户指南”。

注：该工具的某些功能要求输入用户名
和密码：两者均为“admin”。 

首次查看影像
要查看网络中任何摄像机的实时影像：

1.在相同网络中运行的 PC 上的浏览器
地址栏中输入摄像机的 IP 地址。要访问 
Web 界面，请打开浏览器窗口（Internet 
Explorer 或 Firefox）并输入摄像机的 IP 
地址。（例如 http://192.168.0.200）

2.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两者均默认
为“admin”）。

4 5

6 7

8 9

10

11

用
合适的固定螺钉固定好摄像机底座。确保将电缆正确拉
过底座。然后可以将摄像机模块安装在底座上。用翼形
螺钉将摄像机模块固定在底座上。 

将随附的开孔模板贴附在安装位置上。钻出大小适当的
几个孔并使用膨胀管和安装螺钉。将支架插入所钻的孔
中。要采用隐藏式电缆接入方法，请在钻定位孔时使用
随附的开孔模板，然后钻几个穿通孔以便让电缆穿过防
水电缆密封套。

准备安装表面

将摄像机模块固定在底座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