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mhi Pro 手机 APP 使用说明

安卓 苹果

软件概述

Camhi Pro 手机 APP 是管理网络摄像机的一种工具，可以在手机上实现在局域网和互联

网监看网络摄像机的图像等功能。 APP 支持局域网搜索添加 ID 号和手动输入摄像机 ID 号，

支持声波，AP 配置 WIFI，支持添加低功耗设备和分享的设备，设备添加、删除和编辑功能，

支持音频监听和对讲，支持抓拍图片到手机，支持图像质量等级设置,支持远程下载录像文

件和云存储等功能



1、添加摄像机

将手机连接到WIFI 网络，进入 APP，单击“添加设备”按钮进入“添加设备”界面。

由于普通的 IP摄像机涵盖了各种添加方法，因此请根据不同类型的摄像机选择不同的添加

方法。 以下添加说明基于 IP摄像机。

如果相机是第一次使用或恢复为出厂设置，并且未连接到网络，请单击新设备；对于连

接到网络的摄像机，请单击使用中的设备。 单击“新设备”按钮后，接通设备电源，等待

大约 30秒钟，确认设备处于工作状态，然后单击“下一步”。

1.1 已接入网线

如果设备已连接好网线，点击“已接入网线”按钮，APP 会自动搜索当前局域网内设

备的 UID，选中要添加的 UID点击添加按钮，设备会自动搜索附近的WIFI信号进入无线配

置界面，输入WIFI的密码，点击“配置无线并添加”，WIFI配置成功后，跳转到设备列表

界面；如暂时不想配置WIFI，直接点击“暂不配置，直接添加”按钮，确认后添加摄像机

1.2 未接入网线

如果设备没有连接网线，点击“未接入网线”按钮，进入选择配网类型界面

声波配网支持设备：摇头机、卡片机、灯泡、小飞碟等

AP配网支持设备：枪机、云台机、球机、大飞碟等



【声波配网】

接通电源，设备将会进入等待连接状态，设备会间断性发出“叮咚叮咚”的响声，点击

下一步，用手机扫描设备 UID号的二维码，如果没有二维码点击跳过，输入要配置的WIFI
信号的密码，点击开始声波配置，系统会自已配WIFI，WIFI配置成功后，有声音提示

【AP配网】

安卓手机：在不接入网线的情况下，接通电源，点击去添加，APP 会自动搜索附近

摄像机的热点信号，热点格式是 IPCAM-XXXXXX，密码默认 01234567，选择要添加的摄

像机的热点，点击连接，连接成功后进入设备添加界面，点击添加，进入无线配置界面，输

入路由器的WIFI密码，点击“配置无线并添加”，WIFI配置成功后，跳转到设备列表界面；

如暂时不想配置WIFI，直接点击“暂不配置，直接添加”按钮，确认后添加摄像机

备注：AP配网需要先开启手机的定位功能

苹果手机：在不接入网线的情况下，接通电源，点击前往设置，APP 跳转到手机的

WIFI设置界面，找到 IPCAM-XXXXXX 格式的WIFI 信号，密码默认 01234567，点击连接，

连接成功后 APP 会弹出提示，点击此提示回到 APP 设备添加界面，点击添加，进入无线配

置界面，输入路由器的WIFI密码，点击“配置无线并添加”，WIFI配置成功后，跳转到设

备列表界面；如暂时不想配置WIFI，直接点击“暂不配置，直接添加”按钮，确认后添加

摄像机

1.3 添加正在使用的设备

【扫描二维码】

通过网上二维码生成工具把 UID 生成二维码，然后通过手机 APP 扫描二维码进行扫描添

加

【搜索附近设备】

 点击搜索附近设备按钮，搜索手机所处无线网络中的网络摄像机，选择相应的 UID

 输入摄像机密码(摄像机默认密码为 admin)

 点击添加按钮即可完成添加摄像机



2. 电池无线摄像机添加和电池 4G 摄像机添加

电池无线摄像机和电池 4G摄像机属于低功耗摄像机，使用时根据摄像机种类选择相应

的添加项操作即可，具体添加方法可以参考网络摄像机添加方法。

3. 添加分享设备

点击添加分享设备，可以通过扫描被分享设备生成的二维码直接添加摄像机

4. 删除摄像机

在设备列表界面长按要删除的摄像机或者点击设置按钮进入摄像机设置界面，点击删除设备

按钮，可以删除已添加的摄像机

5. 查看摄像机画面

添加摄像机几秒钟后，等待摄像机自动连接摄像机，提示在线说明可以查看到摄像机视

频，点击显示在线的摄像机就可以进入摄像机直播界面

摄像机状态说明：

正在连接：此时摄像机正在跟网络摄像机建立连接，根据不同的网络，连接的时间长短

不一样；

在线：该状态表示设备连接正常，点击即可观看视频；

未连接：该状态表示设备不在线

休眠：改状态表示摄像机处于休眠状态（低功耗摄像机会有此状态显示）

离线：该状态表示摄像机处于离线状态

密码错误：该状态表示摄像机登陆密码错误，点击此状态的摄像机，会弹出修改密码对

话框

6. 直播界面功能说明

6.1 普通摄像机界面

普通摄像机监看界面默认以小画面模式显示，画面下方为功能选择按钮，调出更多功能键可

以在空白处向左侧滑，按键功能说明见下图



监听 对讲

抓拍 本地录像

镜像/翻转 聚焦

预置位 音量调节

图像调节 夜视模式

全屏 分辨率切换

返回键 工具栏

备注：部分功能需设备支持

PTZ功能：

带 PTZ功能的设备，用手指划动直播画面，摄像机会根据手指划动方向，长短转动

退出直播界面：

在小画面界面按住空白处下拉或者点击返回键可以退出直播界面

6.2 全景摄像机界面

全景摄像机根据机型的不同，直播界面会有不同，具体以连接的机型为准，按键功能说明见

下图



安装模式 视图选择

监听 对讲

抓拍 本地录像

巡航 夜视模式

返回键 全屏

退出直播界面：

按返回键可退出直播界面

7. 摄像机参数

当摄像机在线后，点击摄像机列表界面或者直播界面的 图标进入摄像机参数设置界面，

由于不同的摄像机功能上会有区别，具体功能以连接的摄像机在 APP上显示的功能为准。

7.1 云存储

点击云存信息按钮进入云存信息界面，会显示当前云存套餐，商品信息，订单列表



在商品信息界面，可以根据需求选择购买相应的云存套餐使用

7.2 基本设置

7.2.1 无线设置

显示当前设备连接的WIFI网络

点击获取设备周围无线网络，设备会自动搜索当前环境的WIFI 网络，选中输入密码可配置

当前设备的WIFI

7.2.2 修改密码

可修改摄像机的访问密码，勾选显示密码后，密码会可见



7.3 报警设置

7.3.1 报警管理与通知

【报警推送】

选择开，表示报警时会发送推送消息到手机

【设备报警】

移动侦测报警

选择开，表示设备开启移动侦测功能，点击调节移动侦测，可以绘制移动侦测区域，调节移

动侦测灵敏度（此功能部分机型适用）

声音报警

选择开，表示具备麦克风功能的设备，周围声音大于设备检查声音的强度时，触发报警，点

击调节声音报警，可以调节声音报警灵敏度

人形报警（部分设置支持）

选择开，表示摄像机会开启人形识别功能，开启框住人形，摄像机画面上有人形物体时，会

出现方框框住物体，当报警触发选择分别报警时，表示移动侦测和人形识别分别触发都可以

导致摄像机报警，选择联动触发表示两者要同时触发摄像机才会报警

报警时间设置

可以设置全天报警或者选择具体的报警时间段

报警抓拍至 SD卡

选择开表示报警抓拍图片保存到 SD卡

报警录像至 SD卡

选择开表示报警录像文件保存到 SD卡

触发报警时，设备发出警号

选择开表示报警时摄像机会发出报警声，警号类型，警号时长可选

Email报警联动

选择开表示设备触发报警时会抓拍图片

发送至邮箱，点击配置 Email，可以设置

邮箱信息

发送邮箱以 QQ邮箱为例：

Smtp服务器：smtp.qq.com
端口：465
安全连接：SSL
用户名：发件箱的 QQ号

密码：发件箱 QQ邮箱的授权码



收件地址：接收报警图片的邮箱

发件地址：发送者邮箱地址，这里以 QQ邮箱为例，则需要填写 QQ邮箱地址（与用户名一

致）主题和内容可以随便填写填写完毕后点击应用按钮，然后点击测试按钮，检查一下是否

能够发送报警邮件

FTP报警联动

【报警录像保存至 FTP】
选择开表示报警录像文件保存到 FTP
【报警抓拍保存至 FTP】
选择开表示报警抓拍图片保存到 FTP
点击配置 FTP，可以设置 FTP 信息

服务器地址：填写架设的 FTP地址

端口：填写 FTP的端口

用户名和密码：填写 FTP里设置的

用户名和密码

填写完毕后点击应用按钮，然后点击测试按钮，

检查一下是否能够发送报警图片到 FTP

 图片抓拍张数设置

可以设置报警抓拍图片的张数，1-3张可选

此功能部分机型适用

7.4 音视频管理

7.4.1 视频设置

【码率】可自定义设备的第一码流和第二码率的码率



【帧率】可自定义设备的第一码流和第二码率的帧率

【编码等级】1-6 可设，值越小图像等级越好，码流越大

【视频制式】50赫兹和 60赫兹可选

7.4.2 音频设置

【输入音量】调节设备的输入音量大小

【输出音量】调节设备的输出音量大小

7.5 SD 卡录像与容量

7.5.1 SD卡计划录像

【是否开启录像】选择开，设备会保存录像到 SD卡

【录像文件时间】可以手动调整每一段录像文件的时间长短

【录像时间段】

简易设置：选择简易设置，录像时间段默认为周一至周日全天录像

高级设置：选择高级设置，可以手动定制每天录制的时间段进入高级设置界面，点击快速编

辑按钮，选择要录像的时间段，可以自定义录像时间段，编辑完毕，点击完成按钮保存设置

7.5.2 SD卡设置

可查看设备 SD卡的总空间和可用空间，可格式化 SD卡

7.6 系统设置

7.6.1 设备时间设置

【同步手机时间到摄像机】可把手机时间同步至摄像机

【时区设置】可设置设备时区，设置时区成功后，设备会自动重启



7.6.2 初始设置

【重新启动设备】点击后摄像机会重启

【恢复出厂设置】点击后摄像机会复位

7.6.3 设备信息

【设备信息】包括设备名称，设备类型，网络类型、用户连接数、软件版本，IP地址、

子网掩码、网关、DNS等

【检查更新】

点击后摄像机会自动检查固件版本，如有新版本，会提示更新，点击即可在线升级

（此功能部分机型适用）

7.7 电池摄像机设置

7.7.1 低功耗设置与录像

【电源工作模式】低功耗和一直工作可选

【码率设置】可以设置 SD卡录像码流

【是否开启录像】切换到一直工作模式后，可以设置开启或关闭录像

7.7.2 报警管理与通知

【报警推送】开启后可以手机可以接收报警通知

【PIR报警】开启后可以通过 PIR检测报警，设置 PIR灵敏度

【报警联动】可以设置报警保存录像到 SD卡或者保存到 FTP，时长 10秒，30秒可设

7.8 分享设备

点击摄像机设置界面右上角分享按钮，可以把当前摄像机信息生成二维码分享给其他用户



8、录像、图片搜索与查看

8.1 本地录像回放和下载

在摄像机列表界面找到要查看的摄像机，点击 图标，选择录像页面，录像文件会显

示出来，可以根据录像文件的大小和时间长短排序，点击 按钮，可以保存录像文件至

手机相册，点击编辑按钮，可删除选中的录像文件

8.2 查看本地抓拍图片

在本地文件界面点击图片页面，本地抓拍图片会显示出来，图片按抓拍时间排序，点击预览

小图查看图片，点击 按钮，可以删除或者保存图片至相册

8.3 远程录像回放和下载

【远程录像回放】点击摄像机列表界面 按钮，进入远程录像列表界面，APP 默认搜

索最近 6小时的录像文件，可根据录像时间自定义排序，点击录像文件，然后点击播放即可

回放设备 SD卡里的录像文件，也可以点击时间回放，通过时间轴回放录像文件

【远程录像下载】在录像列表界面点击录像文件，然后点击下载，会自动下载此录像文

件，下载完的录像文件会保存在本地录像界面，录像下载完成之后可以点击继续下载，继续

下载其他录像文件，或者点击前往查看，会自动跳转到本地录像界面

【远程录像搜索】在录像列表界面点击 按钮，出现搜索选项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录像

搜索范围搜索时间段范围可选



8.4 回放云存录像

点击摄像机列表界面 图标进入云存录像列表界面，列表界面默认显示当天的云存录像，

可以按时间降序或升序，点击录像列表界面 图标可以查看当前云存套餐的基本信息，

点击 图标，可以根据日期选择需要回放的录像文件，或者按照时间轴回放录像

9、其他功能

9.1 摄像机列表显示模式

摄像机列表界面 图标，可以选择以大图或者小图模式查看摄像机列表

9.2 侧边栏设置

点击摄像机列表界面 按钮，或者在摄像机列表界面向右滑动屏幕，可进入 APP侧边栏，

侧边栏上面显示 APP 名称，下面显示 APP版本

【本地文件】点击本地文件，进入本地文件界面，此界面显示所有已添加过的摄像机保存

在此手机上的本地录像和图片，点击文件可回放录像文件或查看本地图片，点击编辑按钮可

删除文件

【更多】点击更多按钮，可查看 APP 是否已获取手机的通知权限，如显示未开启，APP
则无法发送报警推送消息，点击未开启可跳转到设置界面开启通知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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