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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RO 全数字视频

网络存储服务器(NVR)-64路
(Network Video Recorder)

WJ-ND400K/CH
纯IP网络硬盘录像机
可对64台IP摄像机进行录像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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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EG-4和JPEG多格式。

 多种录像模式：手动、定时包括事件(前 / 后)、紧急. 定时模式可定义8个   
 录像群组，每台摄像机都能分别指定录像模式，一天最多可有6个定时设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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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像可下载至个人电脑，使用下载的浏览器软件支持对下载影像的回放。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摄像机序号。

 最多可允许16台客户机同时进行影像监控与WJ-ND400K操作。

 篡改检测与数据加密功能有力保证数据安全。 
 内置2个网络端口(10Base-T/100Base-TX/1000Base-T)可供摄像机录像

 及用户访问。

 采用WV-ASM100 i-PRO管理软件可创建多录像机、多场景工作系统。

 共设有9个S-ATA硬盘插槽，支持热插拔，无需停止录像，即可更换硬

盘。

 硬盘驱动器容量可扩展至81TB，主机带有9个硬盘插槽，另可选配的5个
 WJ-HDE400硬盘扩展单元，每单元均有9个硬盘插槽。 

 RAID5 / 6冗余录制，保证数据安全。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 变焦、 调焦、 亮度控制、 预设机位、 自动模

式 (取决于摄像机型号)。 
 VMD 检索: 可迅速检索指定区域的移动画面 (与 WJ-NT314 匹配使用)。 
 报警源包括有 32个终端输入, 64个摄像机报警以及报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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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协议输出, 蜂鸣报警和LED指示。

 FTP 客户端支持周期现场图像传输与报警图像传输。

 性能测定功能可自动设置最佳影像录制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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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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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分区有普通, 事件, 事前, 复制等模式，录像管理灵活化。 
 操作系统内置，性能更为可靠。 

高性能网络硬盘录像机支持百万像素网络摄像机，共设有9个S-ATA硬盘插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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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 支持的图像格式 MPEG-4、JPEG、M-JPEG
支持图像分辨率 1,280 x 960, 960 x 720, 640 x 480, 320 x 240(取决于摄像机型号)
支持音频格式 G.726(ADPCM) 32kbps
最多摄像机数量 64

录像机 录像模式 手动录像、事件(前 / 后)的定时录像、紧急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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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时录像模式 8组，6时区 / 天, 每天可进行独立设置。

帧频/摄像机 最大30ips(取决于摄像机)
浏览器GUI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对焦，亮度调整，预设位置命令和程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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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选择

检索模式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摄像机序号VMD检索：每次检索一个探测区域(需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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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机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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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像机字幕 在浏览器上显示，最多16个字符。

数字变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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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 / 事件 报警信号源 32个终端输入、64个摄像机报警、报警协议

事件模式 报警 / 工作 /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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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协议输出、蜂鸣警报、 LED指示

报警控制 预设，暂缓

事件日志 750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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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限

支持网络协议 TCP/IP，UDP/IP，HTTP，FTP，SMTP，DHCP，DNS，DDNS，NTP，SNMP，RTP
同时操作的用户机数量 16
用户注册 最多32个
用户级别 4个级别(可设置)
权限 用户—摄像机(仅限观看、观看并控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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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17 ~ 32*1(D-sub25pin)
报警/控制接口 报警        报警输入 8~16*1，1个报警输出*2，1个报警重设输入*1，报警(D-sub25pin)      暂缓输入*1

控制        紧急录像输入*1，断电检测输入*1，外部录像模式切换*1，断电恢复完成输出*3，时间调整输入 / 输出*4，+5 V 输出*5

错误 / 警告    网络错误输出*2，磁盘可用空间警告输出*2，硬盘驱动器错误输出*2，摄像机错误输出*2，错误输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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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盘驱动器 类型 最多可安装9台1500GB S-ATA硬盘驱动器

最大容量 81TB(5个WJ-HDE400 扩展单元，每单元可装9台1500GB硬盘驱动器)
RAID 支持RAID5 / 6
分区 普通 / 事件 / 事前 / 复制

浏览器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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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加功能 变更检测、保存为JPEG格式、两倍变焦、打印支持OS、语言与浏览器GUI相同、软件语言为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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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冷凝)
工作环境最高海拔高度 海拔2,000 米
尺寸 430mm(W) x 132mm(H) x 400mm(D)(不包括橡皮垫及突出部分)
重量(约) 14kg带1台硬盘驱动器(出厂默认)   20kg带9台硬盘驱动器

规 格

选购件

*1: 非电压动合触点，+5V上拉电阻 150Ω      *2: 集电极开路输出，24V最大，100mA      *3: High(+5V ~ +12V，最大值6.3mA )       *4: 52kΩ，5V 上拉电阻， -100mA / 动合触点       *5: 最大值2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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