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 wifi 摄像机】 

 

简易说明书 

 

前言 
非常感谢您使用我们公司的设备，我们将为您提供最好的服务。 

声明： 
本手册可能包含技术上不准确的地方、操作不相符或印刷错误。手册的

内容将做定期的更新，恕不另行通知，更新的内容将会在本手册的新版本中

加入。 

温馨提醒：本产品适用 2.4G频段 wifi，暂不支持 5G频段 wifi;最高支

持 128G TF 高速卡。 

 

1、产品示意图介绍 

 



 

 
复位键说明：连续按复位键 3 次：切换 AP 热点模式和 monitor 模式，长按复位“复位

语音提示关机声音” 

Bi 声提示音说明：Bi 2 声：AP 模式（支持 AP 绑定和扫码添加），Bi 3 声：Monitor 模

式（只支持扫码添加） 

Bi 3 声（不接网线），默认开启报警，默认开启灯光报警 

2、主要功能说明 

智能全彩夜视： 
智能模式：当摄像机夜间开启红外后，感应人形物体移动摄像机开启白光，监控画面

切换全彩效果，并且推送报警信息，手机 APP 直接预览或在线回放录像。能看清楚监

控画面的各个细节，比如人脸等，并且起到震慑作用。当人行物体离开摄像机监控范

围，白光灯 30 秒后自动关闭，亮红外灯切换黑白（默认未启用请阅读下面报警说明）； 

白光模式：当摄像机夜间光线不足的时，监控画面自动启动摄像机的白光灯夜间全彩 

效果,能看清楚监控画面的各个细节，比如人脸等，并且震慑到小偷的作用； 

红外模式：当摄像机夜间光线不足的时，监控画面自动启动摄像机的红外，监控画面

为黑白效果，可满足普通监控效果，若需要更高清，建议选择只能夜视模式与全彩模

式； 

音频对讲： 
音频报警：自定义摄像机报警提醒语音，手动录制或文字转语音上传； 

音频监听：内置高保真拾音器，在录像的同时记录现场的声音真实还原，清晰无噪音，



 

10 米范围内清晰监听； 

语音对讲：内置喇叭，在遇到突发状况时可以跟现场实时语音对讲 

链接方式： 
AP 热点监控：摄像机支持 wifi 热点发射功能，即使家中没有网络/宽带，也能通过摄

像机发射热点实时监控、回放、下载录像； 

无线 wifi 链接：可匹配市面上 99%的 2.4G 频段无线路由器，轻松配对无线路由器， 只

要有网络可随时随地远程观看、回放、下载录像； 

有线链接：链接有线可以配对录像机 NVR 使用，需要和录像机接入到同一交换机内， 实

现有线链接； 

智能报警、移动侦测报警： 

智能报警：摄像机支持人形分析，当有人进入监控方位内或人形大小物体移动时， 摄

像机自动发送报警信息到手机 APP，打开手机即可实时查看监控画面，同时摄像机发送 

报警警示音； 

智能录像： 

采用 H.265+高清编码方式录像，最大支持 128G 高速 TF 卡（3MP 实时全天录像 可达 25

天左右，1080P 录像 35 天左右，支持 448P 标清录像，录像时间更长），支持全天录像

报警录像同时进行存储，准确定位报警发生时录像； 

3、下载客户端 
Android 二维码 



 

 

安卓手机请浏览器扫描（推荐 QQ浏览器） 

注：用户还可通过 Android Phone/Pad 进入应用宝、Google Play 商店、360 应用市场、

小 米应用商店、华为应用市场、百度应用市场、安卓市场、91 助手、PP 助手、UC 应

用、豌豆 荚等主要安卓电子商店搜索"Seetong"下载安装或者扫描二维码下载安装。 

苹果 ISO 二维码 

 

注：用户请通过 iPhone/iPad/iTunes 进入 App Store，搜索"Seetong"下载安装或者扫

描二 维码下载安装。 

4、新用户注册登录 



 

 
方法一：点击 SeetongAPP，选择其他登录方式，点击微信图标，微信授权确认登录即

可。 

方法二：点击 SeetongAPP,进入登录界面点击注册，输入手机号或邮箱，获取验证码后

进 行输入，设置密码，点击注册按钮，完成注册。随后页面自动跳转登录界面，自动

登录。 

 

5、如何找回密码 
在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输入账号，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新密码及短信验证码，

点击重置密码即可。 



 

 

6、 添加摄像机（注:200 万只能按照配置方式二、三、方式添加） 

配置方式一：设备扫码添加  

未连接互联网设备，手机连接 WiFi（注 2.4G 信号），手机打开 APP，点击设备“+”

号，选择 WIFI 摄像机，设备扫码添加检查下设备通电正常否，设备正常启动完后会发

出“Bi” 3 声语音提示，听到设备提示音后点击下一步，输入 wifi 密码点击下一步，

请将二维码朝向摄像机镜头距离大概 10 厘米~20 厘米，听到摄像机发出 WiFi 链接中提

示音点击“WiFi 链接中提示音”，请留意摄像机的语音提示获知当前添加设备的进度，

可以设置设备名称或不设置，点击开始体验即完成添加 



 

 

 

 

配置方式二：AP 热点配置方式 



 

未连接过互联网的设备，点击设备加号选择设备类型添加 WIFI     接入设 备，

点击选择“AP 热点添加”，设备通电正常否，设备正常启动完后会发出“Bi” 3 声语

音提示，连续按 REST 复位键 3 次，听到设备提示 2 声“Bi”音后点击下一步，选择设

备连接的 WIFI 输入路由器密码点击下一步， “安卓手机直接点击配置下一步即可”

苹果ISO系统需要在手机局域网手动设置连接摄像机热 点如：AP_TST_XXXX点击连接，

30 秒后返回 SeetongAPP，摄像机自动配对信息，自动连接 WIFI，APP 自动绑定设备，

可以设置设备名称或不设置点击开始体验即完成添加 

如高版本安卓配置搜不到设备把手机的“位置信 息”（GPS）打开。 



 

  

 

 

配置方式三：有线接入路由添加 

设备未配置过的新设备，摄像机直接插入有线，手机连接同一路由器，点击 APP＋号 

- 添加 wifi接入设备 – 网线直连添加 - 点击需要绑定设备序列号 IP地址 -设备自

动绑定-自动添加成功。 



 

 



 

 

热点链接： 

热点访问设备：未连接过互联网的设备，设备通电正常启动完后会发出“Bi” 3

声语音提示，连续按 REST 复位键 3 次，听到设备提示 2 声“Bi”打开手机无线局域网

找到 AP_TXTXXX 热点点击连接，等待 30 秒左右打开 Seetong 设备直接访问。新增热点

密码保护机制，点击修改 AP 密码，输入密码确定，后续链接需要输入正确密码才可以。 

 

7、 APP 界面说明 
7.1、（1）分享设备（2）布放（3）系统设置 



 

 
7.2、设备分享与解绑： 

点击分享图标，进入分享管理点击分享，3 种分享方式，手机微信直接扫描二维码 

添 加，通过微信分享，通过分享码分享。  

 

7.3、设备删除， 点击右上角的设置，解绑删除设备，点击确定即可。 



 

 

7.4、设备布防：（300 万默认单光模式，需要布防才能启用夜间双光） 

布防对应“设置”里面的报警设置，声音报警默认关闭/离线推送默认关闭需要手

动启用报警，报警灵敏度建议设置 80，布放时间默认是夜晚，可设置全天或白天； 

 

7.5、系统设置： 

（1）设备别名：用户自定义手机保存摄像机的名称，方便多摄像机时查看； 

（2）OSD 配置：摄像机标题，画面预览存储摄像机标题； 



 

（3）图像配置：当摄像机装反时可以调整视频翻转、亮度、对比度、饱和度、清晰度

可手动调整，温馨提示注意防水； 

（4）灯光控制：灯光开关可以控制灯光（软光敏红外白光），灯光模式（可设置摄像

机工作模式，默认双光，可设置纯红外，纯白光）； 

（5）音量控制：调整喇叭输出音量，调整咪头拾音声音； 

（6）报警设置：可调整灵敏度，离线推送、灯光报警（白光）报警时长报警时间，声

音报警喇叭可自定义语音报警声音（可自定义录制 15 秒时长，可文字转换语音）声音

报警时间可以自定义时间； 

（7）录像设置：可设置定时录像，报警录像，TF 卡状况，格式化 TF 卡选项； 

（8）关于设备：查看设备信息，序列号、设备云 ID、软件版本、硬件版本、灯板类型、

灯板亮度、音频输入、设备时区、接入方式、IP 地址等； 

（9）高级设置：可修改设备子码流/主码流视频参数、网络设置、时区时间设置、摄

像机固件升级、恢复出厂设置、远程重启等； 

（10）解绑删除设备：解除设备与账号进行绑定，其他账号才可以绑定； 

 

8、画面预览各项功能 



 

（1）录像：手机 APP 录像在手机上； 

（2）截屏：抓拍当时摄像机视频流一张图片； 

（3）对讲：与前端摄像机实时对讲； 

（4）监听：实时监听现场声音； 

（5）标清：可切换高清、超清默认是标清； 

（6）展开：打开下面的菜单； 

（7）四分屏：可调成画面 4 画面预览； 

（8）云台：球机、摇头机才有权限； 

（9）回放：回放 TF 卡存储录像； 

（10）轮巡：多个摄像机手机 APP 可以轮番播放； 

（11）设置：摄像机内部设置（7.5 有讲解）； 

（12）上三角形：可以手动选择其他设备播放 

 

9、离线推送设置 
摄像机设置里面，报警设置，打开报警推送，手机 APP 更多-系统设置-报警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