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络硬盘录像机

WJ-ND400K/CH

关键特点

选购件

硬盘扩展单元

WJ-HDE400/CH

● H.264、MPEG-4和JPEG多格式。

● 最多可连接64台网络摄像机(无需额外注册费用)，并同时进行画面录

像。

● 200Mbps高速传输：完美匹配高清i-PRO系列网络摄像机

● 多种录像模式：手动、定时包括事件(前 / 后)、紧急。录像机具备最

多8个编程模式，每个摄像机都能分别制定录制模式和每天6次日程

提醒。

● Panasonic摄像机控制：旋转 / 俯仰、变焦、对焦、亮度、预设位置、

自动模式(取决于摄像机型号)。

● 可记录、回放来看自i-PRO系列网络摄像机的声音。

G.726(ADPCM)32kbps。

● 所有摄像机可定义成8组，便于浏览。

● 灵活的回放控制：Goto Date(跳至指定时间 / 日期)，Goto Last(跳至

录像结束前5秒钟~5分钟)。

● 多种显示模式：单画面，四画面(16种模式)，单画面巡回，四画面巡

回(现场)。

●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摄像机编号。

● VMD搜索可迅速检索指定区域的移动画面(与 i-PRO摄像机和

WJ-NT314匹配使用)。

● 2倍，4倍电子变焦(现场 / 回放)。

● 录像可下载至个人电脑，使用下载的播放软件支持对下载影像的回放。

● 报警源包括有32个终端输入，64个摄像机报警以及Panasonic报警协

议。灵活的报警联动包括事件录像、电邮通知、报警信息、摄像机定

位、FTP图像传输、终端输出、Panasonic报警协议输出、蜂鸣报警

和指示灯。

● 2个内置式网络端口(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可供摄像

机录像及用户访问。

● 最多可允许16台客户机同时进行影像监控与WJ-ND400K/CH操作。

● FTP客户端支持周期现场图像传输与报警图像传输。

● 性能测定功能可帮助设置适当的录像帧率。

● 即使录像机处于录像状态，i-PRO网络摄像机SD记忆卡中的录像数

据也能自动传送到录像机。

● 通过友好浏览器GUI，可轻松完成设置，可选语言包括：中文 / 英语 / 

法语 / 西班牙语/ 德语 / 意大利语 / 俄语 / 日语 / 自定义。

● 用户 / 主机认证，可设定4个用户级别，16个用户优先权以及用户对

摄像机观看 / 控制的权限区分，满足复杂的用户管理需求，至多可注

册32个用户。

● 篡改检测与数据加密功能有力保证数据安全。

● 采用WV-ASM200 i-PRO管理软件可创建多台录像机、分布式的系统。

● 共设有9个SATA硬盘驱动器安装槽。支持热插拔，RAID模式移除硬

盘驱动器不会中断录制。

● 硬盘驱动器容量可扩展至54 HDD安装槽，主机带有9个硬盘驱动器

安装槽，另可选配的5个WJ-HDE400硬盘扩展单元中每单元有9个硬

盘驱动器安装槽。

● 硬盘分区有普通、事件、事前、复制等模式、录像管理灵活化。

● RAID5 / 6冗余录制，保证数据安全。

● 操作系统内置，性能更为可靠。

电源 AC 220~240V，50Hz(PAL)

功耗(约) 130W

尺寸 430mm(W)x132mm(H)x400mm(D)

 (不含橡皮垫和突出部位)

重量(约) 13.5kg(无硬盘驱动器时)

 20kg(安装9个硬盘驱动器时)

高性能网络硬盘录像机共设有9个SATA硬盘驱动器安装槽



规格

商标及注册商标
－RSA和BSAFE是RSA信息安全公司在美国的商标及注册商标。
－Microsoft及Windows是微软公司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Axis是Axis网络通讯有限公司的注册商标。
－“Super Dynamic”，“SDII”，“SDIII”及“i-PRO”标志为Panasonic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重要
－安全注意事项：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相关操作说明书及安装手册。
－Panasonic公司对于网络性能和 / 或产品存在于网络上的问题不负责任。

·重量和尺寸为近似值
·规格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发行日期  2016年5月

各部名称及功能

外观

一般规格 电源  AC 220~240V, 50Hz

 功耗(约)  170W

 工作环境温度  +5°C~+45°C

 工作环境湿度  5%~90%(无结露)

 工作环境最高海拔高度 海拔2,000米(6,500英尺)

 尺寸  430mm(W)x132mm(H)x400mm(D)

   (不含橡皮垫和突出部位)

 重量(约)  13kg(不含容器和硬盘驱动器)

   20kg(包含9个硬盘驱动器)

*1：Microsoft® Windows® 7 Starter and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Starter 不支持。

    支持的操作系统和网络浏览器的操作验证的信息，

    请参阅我们的网站http://panasonic.net/pss/security/support/index.html.
*2：零电压动合触点，+5V上拉电阻150    *3：集电极开路输出，24V最大，-100mA
*4：High(+5V~+12V，最大值6.3mA)        *5：52k，5V上拉电阻，-100mA / 动合触点 
*6：最大值2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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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拉手

报警 / 控制端口

报警端口

电线夹板固定孔

外部存储端口

用户PC端口

摄像机端口

信号地线端口

电源线接入端口

电源开关

应用键

硬盘驱动器单元

硬盘驱动器状态指示灯

硬盘驱动器访问指示灯

硬盘驱动器安装槽

RAID模式切换开关

旋钮

错误指示灯

报警指示灯

报警暂缓指示灯

蜂鸣器停止键

液晶显示屏

硬盘驱动器指示灯

锁孔

维护端口

录像指示灯

定时器指示灯

操作指示灯

方向键

设置键

退出键

连接指示灯

前面板

单位：毫米

摄像机 支持的摄像机  Panasonic i-PRO系列网络摄像机(可连接Panasonic BB系列和Axis® 摄像机)

 支持图像格式  H.264，MPEG-4，JPEG，M-JPEG

 支持图像分辨率  纵横比[4:3]：2,048x1,536，1,280x960，960x720，800x600，640x480，320x240
   纵横比[16:9]：1,920x1,080，1,280x720，640x360，320x180*根据摄像机设置

 支持音频格式  G.726(ADPCM) 32kbps

 最多摄像机数量  64
录像 录像模式  手动、事件(前 / 后)的定时录像、紧急

 事前录像  指定专用硬盘驱动器最长可支持15分钟事前录像

   无专用硬盘驱动器可进行较短时间录像

 日程录像模式  8组，6时区 / 天，每天可进行独立设置

 帧频 / 摄像机  多达30ips(根据摄像机型号)
浏览器GUI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变焦、对焦、亮度、预置位调用及编程(最多256个)，自动模式

 录像 / 回放控制  录像、播放、快放、暂停、停止、快进、倒退、前段录像、下段录像、

   前帧图像、下帧图像、跳至日期、跳至最后(5秒~5分钟)

 检索模式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摄像机编号

   VMD搜索：每次检索一个探测区域(与i-PRO摄像机和WJ-NT314匹配使用)

 显示模式  单画面，四画面(16种模式)，单画面巡回，四画面巡回(巡回功能：仅限现场模式)

 摄像机群组  8组，每组16个字符字幕

 图像下载  所选摄像机及指定时间段的录像数据可下载至个人电脑，

   浏览器软件可单独下载

 SD记忆卡数据下载 i-PRO系列摄像机的SD记忆卡中图像可自动传送至录像机

 复制  所选摄像机的录像数据和时间数据可拷贝至复制区

 摄像机字幕  在浏览器上显示，最多16个字符

 时钟显示  在浏览器上显示。时间：12 / 24小时，

   日期：3种形式(YY.MM.DD、MMM.DD.YY、DD.MMM.YY)

 报警控制  复位，暂缓

 电子变焦  2倍，4倍

 系统日志  操作进入(100)、网络错误(1,000)、错误(100)、事件(750)
 系统设置  设置页面语言为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日语

 GUI语言  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日语、自定义

 支持的OS*1  Microsoft® Windows® 7，Microsoft® Windows Vista®，

   Microsoft® Windows® XP SP3 OS语言必须与GUI使用的语言一致

 支持的浏览器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9.0 (32bit)，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8.0 (32bit)，

   Windows® Internet Explorer® 7.0 (32bit)，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SP3

 个人电脑 JPEG /  CPU：Intel® Pentium® 4 3.0 GHz或更快，RAM：1GB或更大

 配置要求 MPEG-4 视频存储器：128 MB或更大(最小64MB)，Microsoft® DirectX® 9.0C或更新版本

  H.264 CPU：Intel® CoreTM i7-920或更快，RAM：3GB或更大

   视频存储器：128 MB或更大(最小64MB)，Microsoft® DirectX® 9.0C或更新版本

报警 / 事件 报警源  32个终端输入，64个摄像机报警、Panasonic报警协议

 事件模式  关 / 开

 报警联动  报警录像、电邮通知、报警信息、摄像机定位、FTP图像传输、终端输出、

   Panasonic报警协议输出、蜂鸣报警和指示灯。

 报警控制  复位，暂缓

 事件日志  750
网络 网络接口  摄像机端口：10Base-T / 100Base-TX / 1000Base-T(RJ-45)
   客户机端口：10Base-T / 100Base-TX / 1000Base-T(RJ-45)
   维护端口：10Base-T(RJ-45)
 最大带宽  共计200Mbps

 带宽控制(客户端) 32K / 64k / 128k / 256k / 512k / 1,024k / 2M / 5M / 10M(bps) / 无限

 支持协议  TCP/IP，UDP/IP，HTTP，FTP，SMTP，DHCP，DNS，DDNS，NTP，SNMP，RTP

 E-mail  报警或警告时

 FTP客户端  报警或周期图像传输

 同时支持的客户端 16

 用户注册  多达32个

 用户级别  4个级别(可设置)

 分区  用户—摄像机(仅限查看、查看并控制、无权访问)

 安全方式  用户认证(身份和密码)，主机认证(IP地址)，变更检测，

   HTTP端口数量(1~65,535不含储备的号)，

   FTP端口数量(1~65,535不含储备的号)
外部接口 报警接口 报警 报警输入1~7，1 ~32*2

 报警 /  报警 报警输入8~16*2，1个报警输出*3，1个报警重设输入*2，1个报警暂缓输入*2

  控制接口 控制 紧急录像输入*2，断电检测输入*2，外部录像模式切换*2，

   断电恢复完成输出*4，时间调整输入 / 输出*5，+5V输出*6

  错误 /  网络错误输出*3，磁盘可用空间警告输出*3

  警告 HDD错误输出*3，摄像机错误输出*3，错误输出*3

 外部存储  高速串行接口1.5Gbps(理论值)仅适用于WJ-HDE400扩展单元

其他功能 时间同步  终端机(主机或辅机)，NTP(服务机 / 用户机)

 夏令时  用户自设(使用设置菜单)
硬盘 类型  3.5英寸Serial ATA硬盘驱动器，最多可安装9台硬盘驱动器

驱动器 最大容量  54硬盘驱动器安装槽(5个WJ-HDE400 扩展单元，每单元可装9台硬盘驱动器)

 RAID  支持RAID 5 / 6

 分区  普通 / 事件 / 事前 / 复制

浏览器 回放控制  播放、快放、暂停、快进、倒退、前段录像、下段录像、前帧图像、下帧图像

软件 附加功能  篡改检测、保存为JPEG格式、两倍变焦、打印

 支持OS，语言  与浏览器GUI相同

一般规格 安全 / EMC标准  CE(EN60065，EN55022 ClassB，EN55024)，GOST(GOST R 515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