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全的高带宽录制

— 64路可扩展到128路摄像机输入。支持H.265/H.264混合录制。

— 640 Mbps总通量记录(包括384Mbps录制带宽)。

无需PC的非VMS监控存储解决方案 
— 不超过64路摄像机时，无需摄像机授权许可费，无需许可证年度更新。

— 内置GUI及双 HDMI(4K/FHD)输出。

— 自动摄像检索。

— 子码流录制移动访问，低带宽系统环境。

可扩展的存储器

— 内置磁盘阵列卡，支持RAID 5/6。

— 外部存储器最高可扩展至324TB。

高可靠性和冗余

— 动态硬盘电源管理可增加硬盘的使用寿命 *。

— 冗余失效转移启用第二录像机，实现无缝任务转移 *。

— TURBO-RAID用于快速RAID恢复，无需损耗录制带宽和效率。

 * 预计2017年底启用

极速TURBO-RAID系统网络存储主机

• 公共安全(城市 / 道路 / 高速公路 / 港口)

• 交通运输(机场 / 火车 / 地铁)

• 银行 / 商店

• 医院 / 学校

• 娱乐场所 / 体育场

• 工厂

应用领域

WJ-NX400K/CH

H.265 / H.264大容量、可扩展嵌入式、自带GUI的网络存储主机，是集安全的、端到端的、无需PC设置即可运行的一体化

监控存储解决方案。

网络存储主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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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标及注册商标

－“i-PRO”是Panasonic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HDMI, HDMI logo和高清多媒体接口是HDMI Licensing LLC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ONVIF及ONIVF logo是ONVIF公司的商标。

－以上所有其他商标均属其各自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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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格
摄像机 兼容的供应商  Panasonic i-PRO 系列网络摄像机

   符合ONVIF NVT的摄像机和编码器

 支持图像格式  H.265(HEVC)，H.264，JPEG
 支持图像分辨率 纵横比[4:3]
 (根据摄像机设置) 4,000x3,000，2,560x1,920，2,048x1,536，1,280x960，800x600，640x480
   纵横比[16:9]
   3,840x2,160，2,560x1,440，1,920x1,080，1,280x720，640x360
   纵横比[1:1]
   2,992x2,992，2,816x2,816，2,048x2,048，1,280x1,280
   纵横比[9:16]  1080x1920，720x1280，360x640
 支持音频格式  G.711符合Onvif，G.726(ADPCM) 32kbps
 最多摄像机数量 最多128*1(默认摄像机数量为64)
录像 录像模式  事件、日程、紧急

 预警录像  最多15秒* 网络摄像机的传输速度小于3Mbps时
 子录像  768kbps(固定数据大小)
 日程录像模式  16组，3时区/天，每天可进行独立设置

 帧频 / 摄像机  多达60ips(根据摄像机型号)
主要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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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   单击定心、轮放大、变焦重置、自动背面聚焦、AUX、雨刮器(适用于WV-SUD638)
 多屏幕模式  [主显示器]
   4 / 9 / 16画面显示，

   3 / 4 / 6 / 9 / 12 / 16 / 24 / 32 / 64画面显示 / 单画面巡回 / 
   4(9，16)画面巡回全屏显示

   (*64画面仅适用于次显示器关时)
   [次显示器]
   单画面巡回 / 4(9，16)画面巡回 / 9(16)32画面显示

 回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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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
 检索模式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使用时间轴指定播放、VMD、缩略图

 复制  所选摄像机的录像数据和时间数据可拷贝至USB存储器

 摄像机字幕  最多16个字符

 时钟显示  时间：12/24小时  日期：5种形式

 电子变焦  现场：1.25x，1.5x，1.75x，2x，2.5x，3x，3.5x，4x，5x，6x，

              7x，8x(仅限于单画面 / 四画面)
 系统日志  操作进入(500)，网络错误(100)，错误(1000)，事件(1000)，操作(500)
 系统设置  简体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

   葡萄牙语、日语、泰语

 360摄像机鱼眼矫正技术 仅限单画面显示模式

 重新编码  2个客户端*仅限64画面模式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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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   单击定心、轮放大、变焦重置、AUX、雨刮器(适用于WV-SUD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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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秒)
 检索模式  过滤检索：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摄像机编号

 显示模式  1/4画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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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H.264)
 复制  所选摄像机的录像数据和时间数据可拷贝至USB存储器

 摄像机字幕  最多16个字符

 时钟显示  时间：12/24小时   日期：5种形式

 报警控制  复位

 电子变焦  现场 / 播放：2x，4x(仅限于单画面)
 系统日志  操作进入(500)，网络错误(100)，错误(1000)，事件(1000)，操作(500)
 GUI语言  简体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

   葡萄牙语、日语、泰语

 个人电脑配置需求 CPU：Intel® Core™ i7-860或更快，RAM：4GB或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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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需要2个额外的摄像机套件WJ-NXE40。*2 零电压动合触点。

*3 集电极开路输出，24V最大，-200mA。*4 +5V~+0.5V，最大值200mA。
*5 请检查下面的URL获取最新信息(http://security.panasonic.com/download/library/)。
*6 RAID 1：预计2017年底启用。

选购件

硬盘扩展单元

WJ-HXE400/CH

外观

单位：毫米

报警 / 报警源  32个终端输入，128个摄像机报警(Panasonic报警协议)，128个指令报警 
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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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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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件日志  1000
输入 / 端输出连接器  1x 1V [p-p] / 75Ω(BNC) NTSC / PAL(在设置菜单中设置)
输出 显示器(HDMI)连接器 [主显示器]
   HDMI 4K UHD(3840x2160p) / 30Hz，4K UHD(3840x2160p) / 25Hz，

   1920x1080p / 60Hz，1920x1080p / 50Hz，1920x1080i /60Hz，

   1920x1080i / 50Hz, 720x576p / 50Hz，720x480p / 60Hz
   [次显示器]
   HDMI 1920x1080p / 60Hz，1920x1080p / 50Hz，1920x1080i / 60Hz，

   1920x1080i / 50Hz，720x576p / 50Hz，720x480p / 60Hz
 音频输出连接器  -10dBv，600Ω，600Ω，不平衡x1(RCA 管脚插口)
  报警 / 报警 报警输入1-32*2，报警输出*3，报警重设输入1-4*2

 控制接口 控制 时间调整输入*2，2x +5V输出*4

  错误 / 网络错误输出*3，HDD错误输出*3，摄像机错误输出*3，

  警告 录像机错误输出*3，录像错误输出*3，紧急录像输入，

   故障检测输入，外部记录模式切换输入，中断处理结束输出

 鼠标连接端口  2(前1，后1)
 网络端口  2x 10BASE-T / 100BASE-TX / 1000BASE-T(RJ45)
 USB存储器  USB 3.0 / USB 2.0 记忆卡，USB 2.0连接HDD(不包括移动电源设备)
 外部存储器  5x WJ-HXE400
网络 网络接口  2x 10BASE-T / 100BASE-TX / 1000BASE-T(RJ45)
 维护网络接口  1x 10BASE-T / 100BASE-TX(RJ45)
 录像速度  384Mbps或等低

 最大带宽  640Mbps或更低

 支持协议  IPv4：TCP/IP，UDP/IP，HTTP，HTTPS，FTP，SMTP，DNS，NTP，

              SNMP，RTP，RTSP，ICMP，ARP
   IPv6： ICMPv6
 E-mail  报警或警告时

 同时支持的客户端  16或更少

 用户注册  多达32个

 用户级别  3个级别(可设置)
 分区  用户 — 摄像机(仅限查看并控制、无权访问)
 安全方式  用户认证(身份和密码)，主机认证，篡改检测，SSL/TLS
其他 时间同步  终端机(辅机)，NTP(服务机 / 用户机)
功能 夏令时  用户自设(使用设置菜单)
 远程监控  2个客户端

   *智能手机 / PC机需要安装Panasonic安全浏览器v.3.0或更高版本

硬盘 类型  WJ-NX400：8.89cm串行ATA HDD，最大可安装9x HDDs 
驱动器                        (HDD 控制箱为标准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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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可在支持6TB*5

 RAID  支持Single、RAID1*6，5，6
浏览器 回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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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 附加功能  篡改检测，保存为JPEG格式，两倍变焦,打印、复制

 支持的OS，语言  简体中文、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俄语、

   葡萄牙语、日语、泰语

一般 安全 / EMC标准  CE(EN60065，EN55032 ClassB，EN55024)，EAC
规格 电源  AC 220V~240V 50Hz / 60Hz
 功耗  约125W(使用6TB HDDx9)
 工作环境温度  主机：+5˚C~+45˚C
   鼠标：+5˚C~+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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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0mmx132mmx400mm
   (不含橡皮垫和突出部位)
 重量(约)  11.5kg(不含容器和硬盘驱动器)
   20kg(包含9个硬盘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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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源

功耗

尺寸

重量

 AC 220~240V，50Hz / 60Hz 

85W (175VA)

430mm(W) x 132mm(H) x 400mm(D)

(不含橡皮垫和突出部位)

11kg(不含容器和硬盘驱动器)
19.5kg(包含9个硬盘驱动器)

附加的摄像机组件
通过购买可使系统中使用的摄像机数量增加到96台和128台，
附加的摄像机组件(WJ-NXE40，WJ-NXE40W：许可证可用于32台摄像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