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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非常感谢您购买我公司的产品，如您有任何疑问或需求请随时联系我们。 

适用型号 

产品系列 产品名称 产品型号 

安防智能电

源产品系列 

安防智能电源 TYL-SIMCP-28 

安防智能电源 TYL-SIMCP-32 

声明 

 用户可根据实际购买的产品名称阅读本手册相应部分。 

 我们会尽量保证手册内容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但不免会出现技术上的不准确、与产品功

能及操作不相符或者印刷错误等情况，如有任何疑问或争议，请以我司最终解释为准。 

 产品和手册会实时进行更新，恕不另行通知。 

 本手册内容仅为用户提供参考指导作用，不保证与实物完全一致，请以实物为准。 

 本手册提到的部件、组件和附件仅作说明之用，不代表购买机型的配置，详细配置请以

装箱清单为准。 

注意事项 

 在您开始安装操作和使用本产品之前，请详细了解并遵守所有标示在产品本身及使用指

南中的指示。请保存好所有安全操作指南，以备将来查询使用。 

 本产品只能在该型号指定的电源接口类型下工作，如果您不能确定您所在用电环境的电

源接口类型，请与您的电力提供商联系。 

 如果您选择的产品具有电压选择开关，请确认开关设定正确并符合您的区域。本产品出

厂时，电压选择开关是被设定在预计销售地区额定电压范围内的。 

 在任何时候，电源插头都应该处于易于使用的状态，它是最终的中断装置。 

 任何配置三相插座的产品，只能适用于接地型的电源插座，装置的接地设施应该符合当

地规范或电气规范。只要根据所标示的电气规范或产品使用指南来使用，本装置都可以

安全地进行操作。 

 请勿在靠近水源或热源的地方使用本产品。 

 请将产品安置在稳定的工作面上，以确保系统的稳定运行。 

 请确保本产品周围有足够的通风空间，请勿阻塞或覆盖。 

 非本公司专业人员，请勿擅自打开产品机壳，否则可能面临触电的危险。 

 在雷电频发的区域，请做好产品所在供电系统的防雷接地工作，避免意外触电。 

 为了避免因功耗原因引起火灾，请使用适当的电源线缆连接本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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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产品功能概述 

1.1 产品简介 

TYL- SIMCP 系列安防智能电源专业为安防电子产品而设计与生产，以纹波小，寿命长， 

集中供电，具备电源的网管功能；电源的自动切换功能；电源标准机架式的设计；市电断电

监测；电源的短路保护；每路电源输出独立控制；电源机箱的通风与散热等功能特点显著；

作为安防系统的重要配件，其中最主要的是用来支持摄像机，针对于前端直流用电设备进行

集中供电及节能管理，系统可以实时监测电力的参数，通过 TCP/IP 方式实现远程监测，安

防智能电源的管理不仅解决了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同时也降低了维护成本，更重要的及时

保障了数据设备的安全，监测和提醒装置大大解决了掉电后不知的弊端，从而来保障系统的

稳定、可靠运行。 

 

 

1.2 功能特性 

 

 支持设备通电时，输出端口延时上电功能。 

 智能双电源备份，主电源供电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换到备用电源模块。 

 直流输出支持电源故障自动切换备用电源，切换时间小于 100 毫秒。 

 提供一个 10M/100M 以太网接口，通过网络进行远程管理。 

 支持远程查看设备在线状态。 

 支持市电断电监测；市电断电后主动报警，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端口控制；可对设备的指定或所有端口进行开关控制。 

 设备内部温度测量；超限报警。 

 软件远程管理，支持设备智能分组管理，支持定时任务功能，报警管理，用户管理，日

志管理等功能。 

 每端口配置独立 PPTC 自恢复保险，实现短路保护功能。 

 配备通风散热系统，利于设备长期稳定工作。 

 实时监测散热风扇工作电流，遇堵转或停转故障主动报警。 

 支持电源故障及端口短路报警。 

 实时监测总供电电压和电流，可设置超限故障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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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级液晶屏显示，IP 地址，温度，电压，电流显示一目了然。 

 支持远程/手动控制功能，便于现场干预。 

1.3 产品参数 

 输入电压：AC220V 

 最大输出电压、电流：28 路设备(24 路 DC12V  1A、4 路 AC24V  1.5A ) 

32 路设备(32 路 DC12V、1A) ； 

 单口最大输出电流:3A ；            

 设备最大输出功率:直流为 350W，交流为 150W； 

 硬件：基于嵌入式的通讯控制平台； 

 符合 IEEE802.3 标准； 

 1 个 10/100Mbps 网口； 

 支持 TCP、UDP、HTTP 协议； 

 安全性：密码保护（预设）； 

 配备通风散热系统，利于设备长期稳定工作； 

 输出状态指示灯（输出有效、断开状态指示）； 

 安装方式：标准 2U 机架式设计； 

 工作温度：-25℃～55℃（32℉~158℉）； 

 工作湿度：10%~90%RH（非结霜状态）； 

 保存温度：-40℃~85℃。 

 尺寸大小：430（w）* 380（L）*89（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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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面板介绍和说明 

产品前面板示意图： 

 
 

产品前面板说明： 

序号 名称 说明 

1 数码管显示 循环显示设备的 IP地址、电压、总电流及机箱内温度 

2 端口开关 

档位切换至最上时，所有端口全部打开。 远程集中管理平

台控制端口不生效。 

档位切换至中间时，可以通过远程集中管理平台来控制输出

端口的开关。 

档位切换至最下时，所有端口全部关闭。 远程集中管理平

台控制端口不生效。 

 

 

产品后面板示意图（28 路）： 

 

 

28 路安防智能电源：24 路 DC12V     4 路 AC2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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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后面板示意图（32 路）： 

 

 

32 路安防智能电源：32 路 DC1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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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装与连接 

用户在安装本电源设备前，将网络环境延伸至电源设备欲安装位置，并留好网线接头。 

 

安装说明： 

1、拆除产品包装，将电源设备取出并水平放置于机柜内，并用螺丝固定牢固； 

2、将网线接口插入电源设备的网络接口； 

3、将市电监测的线接入市电输入端口；  

4、通过电源线将所有需要控制的设备接入电源输出端口； 

5、确定所有连线无误及安防智能电源安放停当后，将电源设备接 220V 交流电； 

6、最后即可通过登录平台软件或手动控制来管理受控设备的电源通断。 

 

设备维护： 

1、保持设备有良好的通风散热环境 

2、如果设备网络不通，请查看网络连接问题以及 IP 配置问题。 

3、如果端口无输出，请先将负载拔掉，通过远程电源管理平台控制该端口开关，确认

是否端口已损坏。 

4、如果远程管理平台无法操作端口的开关，请查看前面板开关是否处于中间档位。 

5、如设备已出现故障，请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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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地配置与操作 

4.1 系统需求 

 基于 CAT5 及以上双绞线的以太网，如需要通过互联网控制受控端，还应提供 Internet

接入服务； 

 用于控制受控端的 PC 需包含 Internet Explorer 9.0 或更高版本；建议使用 chrome浏览器。 

 找到随机光盘里“.NET Framework 4.5.2”文件，根据提示安装。 

 找到随机光盘里“node-v8.12.0-x64”文件，根据提示安装。 

 安装 java8，找到随机光盘里的文件，根据提示安装。 

64 位操作系统需安装 “jdk-8u111-windows-x64.exe”文件。  

32 位操作系统需安装 “jdk-8u121-windows-i586.exe”文件。 

 

4.2 本地配置 

1、 打开“安防智能电源网络配置工具”，在连接设备 IP 的输入框中，输入“设备液晶屏显

示的 IP 地址”，在连接设备的输入框中，输入 1200（设备的默认端口），点击连接设备 

 

图 4-1 

2、 如果连接成功，则会弹出“设备连接成功”提示窗，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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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如果连接不成功，则会弹出“连接硬件失败，请确认 IP 地址和端口，重新尝试”提示

窗。此时，用户应检查填入的 IP 地址和设备端口（Port）是否正确（设备前端的显示板中，

会显示出设备的 IP 地址），以及检查设备的网络连接是否正确，使用的主机是否与设备在同

一网段上。 

 

3、配置参数 

连接成功后，点击网络配置按钮，如图 4-3 所示，在此界面用户可以设置设备的相应参

数，在修改后，会返回设备连接界面，用户需要使用修改后的设备信息来连接设备。 

 

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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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远程电源管理平台 

5.1 平台功能、性能 

 数据库采用 MySQL5.6 以上版本数据库，可保存不少于 2年的设备运行状态数据 

 数据同步：支持数据同步功能。系统通过 TELNET协议 telnet登陆服务器的 8013 端口，

可向其他软件平台实时提供设备和系统的运行状态数据。 

 设备管理：可添加设备，删除设备，修改设备名称。支持快速浏览设备在线，离线，报

警状态，端口数量，端口状态， 机内温度，总电流，电压等信息。 可对单台设备或同

时对多台设备进行端口开关操作。可对设备的端口进行重命名。设备报警时会及时发出

相关报警信息。 

 分组管理：可进行分组管理，提供添加分组、删除分组和修改分组名称等功能。可建立

多级分组。将指定设备关联到分组上。对分组内的关联的设备的端口统一进行开关操作。

也可进入分组内选择单个或多个设备进行开关操作。 

 报警管理：用户可设置各项报警是否启用，设置上下限阈值等。若出现主电源故障，电

源输出断路故障，机内温度异常，散热风扇散热异常，输出端口短路，输出电流或电压

超限，输入市电故障，设备离线等情况时，可及时发送报警信息。可对单独设备设置报

警配置，修改报警上下报警阀值，修改报警是否启用。也可针对设备类型进行批量的报

警配置。设备收到报警后会有语音提示并在界面上显示，同时在报警管理以及日志管理

里记录详细的报警信息。 

 定时管理：可添加定时任务。在指定时间自动进行开关操作。 定时任务可以根据设备

也可根据分组来进行定时任务。定时任务可对设备全部端口操作，也可根据指定端口操

作。定时的设置方式有：假期，每年，每月，每周指定天数，每周循环，每周，每日，

每时，每次。可添加不少于100个定时任务。 

 假期管理：用户可自定义添加，设置假期时间，删除假期。假期配合定时任务来使用。 

 用户管理：可进行用户的添加，修改用户密码，删除用户等操作。并对不同的用户设置

不同的权限。 管理员用户可以操作所有功能，而普通用户只能查看设备和操作设备，

不能删除设备，删除分组，删除用户等操作。管理员用户或普通用户的每次登陆成功或

失败都会记录在日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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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志管理：支持日志管理功能。用户进行的所有操作，包括登陆失败的操作，用户登入

登出，删除日志等均会记录在日志中。可分类单独查询报警日志，用户日志，操作日志。

可对日志进行排序，可对日志通过指定时间段进行筛选。可选择日志导出为EXCEL表。

管理员可查看，导出所有日志。普通用户只能查看，导出报警日志，操作日志及该用户

自已的用户日志。 

 邮件通知：支持收到报警信息后，平台自动通过邮件方式及时将报警信息发邮件给相关

责任人。可发送邮件给多人。方便用户及时有效的发现并处理故障。 

 

 

5.2 登录远程管理平台 

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IP 地址:3009”，登陆远程管理平台，出现“登录”对话框，

如图 5-1 所示 

 
图 5-1 

在图 5-1 中，输入用户名和密码（默认设置为用户名 admin，密码为 admin），登录“远

程管理平台”，如图 5-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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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2 

远程电源管理平台分为三大部分，菜单栏、操作栏和状态栏，各区域说明如下。 

 菜单栏：分为“设备管理”、“分组管理”、“报警管理”、“定时管理”、“假期管理”、

“网关管理、用户管理、日志管理。 

 操作栏：对设备进行添加、编辑、删除等操作。 

 状态栏：在具体的菜单栏下有具体的详情，如在“设备分组”下可查看已添加的分

组情况或关联设备情况。可双击设备进入详细信息页面。 

5.3 设备管理 

可添加设备，删除设备，修改设备名称。支持快速浏览设备在线，离线，报警状态，端口

数量，状态， 机内温度，总电流，总电压等信息。 可对单台设备或同时对多台设备进行端

口开关操作。可对设备的端口进行重命名。设备报警时会及时发出相关报警信息。如图 5-3

所示，在“设备管理”菜单下，可查看已添加的所有设备及设备的信息及端口状态。 

 

图 5-3 

“设备管理”窗口中各项按钮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添加设备：实现物理设备的增添。 

 操作设备：可以实现使选中设备端口的全部或部分打开或关闭。 

 编辑设备：修改设备相关基本信息。 

 删除设备：完成设备的“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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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添加设备 

在“全部设备”中选择“添加设备”，打开设备添加窗口，添加设备的方式分为“批量

添加”与“手动添加”，在窗口中我们可以对设备进行添加操作，如图 5-4 所示。, 

 
图 5-4                     

该窗口中各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批量添加：针对多个且在同一 IP 段的设备进行的操作，需输入起始 IP 及结束 IP，软件

将自动添加此 IP 段内的所有设备。设备的批量添加需满足设备 IP 为连续 IP。 

 单台添加：可手动添加一台设备，需输入该设备 IP 地址。设备名称默认与 IP 一致。 

 设置类型：选择该设备的类型。 

双击添加的设备出现设备的详细信息,如图 5-5 

 

图 5-5 

 

修改端口名称,如图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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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5.3.2 操作设备 

1)如图 5-7 所示，“操作设备”选项可以打开或关闭所选设备的全部端口或指定端口。 

 

图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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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编辑设备 

如图 5-8 所示，在编辑设备界面中，我们可对设备的名称进行编辑。 

 

图 5-8 

5.3.4 删除设备 

选中想要删除的设备，点击“删除设备”按钮，如图 5-9 所示，点击确定即可删除设备

（设备删除后，与其相关联的分组、定时任务中的信息也会被删除）。 

 
图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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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报警管理 

用户可设置各项报警是否启用，设置上下限阈值等。若出现主电源故障，电源输出断

路故障，机内温度异常，散热风扇散热异常，输出端口短路，输出电流或电压超限，输入市

电故障，设备离线等情况时，可及时发送报警信息。 

可对单独设备设置报警配置，修改报警上下报警阀值，修改报警是否启用。也可针对

设备类型进行批量的报警配置。设备收到报警后会有语音提示并在界面上显示，同时在报警

管理以及日志管理里记录详细的报警信息。如图5-10 

 

                                  图 5-10 

“报警管理”窗口中各项按钮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历史报警：分为历史报警与当前报警记录 

报警处理：处理全部报警与处理选中全部报警 

报警配置：按设备配置与按类型配置 

报警通知：报警后邮件推送报警信息 

5.4.1 历史报警 

在历史报警中，可以查看历史报警记录、当前报警图，5-11 

 

图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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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报警配置 

用户在此界面可以设置各个模块报警的开/关、上限/下限、报警属性。如图 5-12 所示： 

 

图 5-12 

 

设备内温度异常：当设备内温度低于下限或高于上限所设定的值时，会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端口短路：当用户勾选“开启”项后，端口发生短路时，会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散热风扇故障：当用户勾选“开启”项后，散热风扇发生故障时，会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主电源故障：用户勾选“开启”项后，主电源故障时，会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设备输出电流超限：用户设置上限和下限数值后，如果达到设置数值，则会发出相应的报警

信息。 

设备输出电压超限：用户设置上限和下限数值后，如果达到设置数值，则会发出相应的报警

信息。 

市电输入故障：当监测发现市电断电，则会发出相应的报警信息。 

恢复默认：当用户点击此按钮后，会将“设备报警设置页面”的所有信息恢复成默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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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报警通知 

发生报警时，以邮件的方式通知维护人员,如图 5-13 所示 

 

图 5-13 

5.5 分组管理 

可进行分组管理，提供添加分组、删除分组和修改分组名称等功能。可建立多级分组。将

指定设备关联到分组上。对分组内的关联的设备的端口统一进行开关操作。也可进入分组内

选择单个或多个设备进行开关操作.如图 5-14 

 

图 5-14 

“分组管理”各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操作对象：可以对当前分组下关联的设备进行端口的开关操作。 

 关联设备：可以在当前层级中关联某个设备或某个设备的特定端口。 

 添加分组：建立需要添加的分组，可建立多级分组。 

 编辑对象：修改分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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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分组：删除分组或关联设备。 

5.5.1 添加分组 

如图 5-15，点击“添加分组”，可在当前层级添加一个分组，分组里可以关联设备，也

可继续添加二级分组，在本系统中，设备的端口为最小的单位。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填入分组

名称，点击确定即可完成添加分组。 

 

 
图 5-15 

5.5.2 关联设备 

点击操作栏“关联设备”按钮，即可关联已添加的设备，如图 5-16 所示。 

 

图 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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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编辑对象 

如图 5-17 所示，可以对关联的设备端口进行编辑 。 

 

图 5-17 

5.5.4 删除分组 

点击“删除分组”按钮，即可删除选中的分组，包括分组下关联的设备或在设备端口。 

 

5.6 定时管理 

可添加定时任务。在指定时间自动进行开关操作。 定时任务可以根据设备也可根据分

组来进行定时任务。定时任务可对设备全部端口操作，也可根据指定端口操作。定时的设

置方式有：假期，每年，每月，每周指定天数，每周循环，每周，每日，每时，每次。可

添加不少于100个定时任务。如图5-18 

 

 

图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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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管理”各项内容详细说明如下 

添加任务:添加名称、操作名称（设备或组）、操作方式（打开或关闭）、执行时间、结束时

间 

编辑任务：对已添加的任务信息进行重新编辑。 

删除任务：删除已添加的任务 

5.6.1 添加任务 

添加定时任务的步骤： 

1）、在任务名称中写入相应内容； 

2）、点击“选择”按钮进行选择任务所需要关联的对象，可以选择关联设备或关联分组，

关联的设备是在设备列表中所添加的设备，关联的分组为设备分组中所添加的内容，选择之

后下方会有相应的显示 

3）、在任务动作中选择需要设备开启或者关闭，开始时间设定为需要设备开启的时间，

需要结束时间时勾选“结束时间”前的勾选框，不需要时不勾选（设置执行周期为每周时，

下方会显示设置的时间为周几；设置结束时间时，设定的任务便为从开始时间到结束时间内

执行，超过结束时间便不再执行） 

4）、选择需要任务执行的周期 

任务中的执行周期说明： 

每小时：按照设定时间的分钟数和秒数每小时执行一次 

每天：按照设定时间的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每天执行一次 

每周：设定时间为周几，那么每周的周几按照设定的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执行一次 

每月：按照设定时间的日期号、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执行一次 

每年：按照设定时间的月份、日期号、小时数、分钟数和秒数执行一次 

单次：按照设定的时间执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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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2 编辑定时任务 

在列表中选择需要修改的任务，点击编辑按钮，进入任务编辑页面，如图 5-19 所示。 

 

图 5-19 

在该界面中，可以修改相应的任务属性，修改完成后，点击“编辑”按钮保存修改后的

任务。 

5.6.3 删除定时任务 

在列表中选择需要删除的任务，点击“删除任务”按钮，会提示是否确认删除，如图

5-20 所示。 

 

 

图 5-20 

 

 

 

 

 



安防智能电源--使用手册 

23 / 29 

深圳市天盈隆科技有限公司 

5.7 假期管理 

用户可自定义添加，设置假期时间，删除假期。假期配合定时任务来使用。 

 

添加假期，通过与设备或分组定时实现节假日开关设备，图 5-21、5-22 

 

                               图 5-21 

 

                                图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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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日志管理 

可进行用户的添加，修改用户密码，删除用户等操作。并对不同的用户设置不同的权限。 

管理员用户可以操作所有功能，而普通用户只能查看设备和操作设备，不能删除设备，删除

分组，删除用户等操作。管理员用户或普通用户的每次登陆成功或失败都会记录在日志中。 

图 5-23 

 

 

                                  图 5-23 

5.8.1 全部日志，图 5-24 

 
 

 

                                 图 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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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2 报警日志，图 2-25 

 

                                 图 2-25 

5.8.3 用户日志,图 2-26 

 

                                   图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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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操作日志，图 2-27 

 

                                    图 2-27 

5.8.5 日志筛选，图 5-28 

 

图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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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6 日志导出，图 5-29 

 

 

 

                                  图 5-29 

5.9 用户管理 

管理员账户登录：点击右上角用户管理，会弹出用户管理窗口，添加用户、用户密码重

置、删除用户如图 5-30 所示 

 

图 5-30 

 

 

 

 

导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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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1 添加用户 

点击“添加用户”按钮，会弹出添加用户弹窗，如图 5-31 所示，勾选“添加管理员用

户”时，添加的用户为管理员用户，不勾选时，添加的为普通用户。 

 

图 5-31 

5.9.2 重置密码 

鼠标左键点击用户名称选中用户后，点击“重置密码”按钮，会弹出重置密码窗口，按

要求操作后会重置指定用户的密码。如图 5-32 所示 

 

图 5-32 

5.9.3 删除用户 

  鼠标左键点击用户名称选中用户后，点击“删除用户”按钮，会删除所选中的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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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系统退出 

1）使用管理员账户登录时点击右上角退出登录图标，会弹出下拉菜单，如下图所示，点击

相应按钮执行相应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