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矩阵服务器软件

WV-ASC970/CH
IP矩阵系统管理软件

WV-ASM970/CH

从模拟到IP系统简捷、顺畅的集成

关键特点：WV-ASC970/CH 关键特点：WV-ASM970/CH
● 灵活的系统设计：模拟、IP和混合模拟 / IP。

● 最多可注册64台录像机，1,024台监视器以及2,048台摄像机(或编码器)。

● 选择摄像机数量，显示实时图像。

● 控制摄像机、摄像机预设以及预设组。

● 在多画面显示屏上实时显示巡回切换图像。

● 在多个监视器上实时显示组切换图像。

● 预先设置用户优先权选择控制摄像机和监视器。

● 对所选监视器OSD菜单可选开 / 关模式。

● 序列控制：巡回切换(128种程序，64步进)，组预设(128种程序，64

步进)，组序列(128种程序，64步进)。
● Panasonic摄像机控制：旋转 / 俯仰、变焦、对焦、 亮度, 预设位置

呼叫与程序(至多256个)，自动模式(巡回、分类、自动摇动、巡视)，

AUX 1~2。
● 灵活的监控控制适合墙安装监视器。

● 可注册多达512个用户。

● WV-ASC970/CH可允许64个用户同时登陆。

● 由录像机、摄像机和编码器构成的Panasonic报警控制。

● 可处理多达2,048报警和1,024事件日程。

● 用户管理:用户身份验证。

● 使用选购系统WV-CU950/CH进行摄像机 / 序列 / 监视器选择以及摄

像机和录像机控制。

● 使用系统控制器WV-CU950/CH和WV-ASM970/CH可对个别或全部

报警系统进行复位。

● 使用WV-ASC970/CH，可构建多达64个站点的卫星系统。

● 系统故障时，冗余功能可切换操作至其他WV-ASC970/CH服务器。

● 可选择多台监视器并同时进行多画面(1 / 4 / 7 / 9 / 10 / 13 / 16显示)

操作和监控。此外，可同时操作两台监视器。支持多达100个地图。

● 高达30ips / 摄像机在VGA H.264 1.5Mbps模式下可通过16画面显示(取

决于摄像机、摄像机设置和PC机性能)。
● 根据屏幕模式选择相适应的图像分辨率，4画面采用VGA，16画面采

用QVGA。可使网络应用最优化(取决于摄像机模式)。
● 利用时间轴功能可以进行轻松的搜索和回放

● 可在16画面屏幕上同时显示回放。

● 报警发生时，监视器自动切换成地图模式显示报警位置。

● 64台摄像机镜头能很快地找到发生报警的地方并用颜色定位出来。

● 将文件格式从N3R(专用格式)转化成MP4格式。

● 支持16:9全高清监控。

系统连接示例
模拟摄像机 i-PRO智能高清摄像机 

L3交换机

管理控制台 WV-ASM970/CH

矩阵开关
WJ-SX650
WJ-PB65E01

数字硬盘录像机
WJ-HD716/CH

模拟显示器

视频编码器
WJ-GXE500/CH

网络硬盘录像机
WJ-ND400K/CH

视频解码器
WJ-GXD400/CH

LCD监视器
带HDMIHUB切换

HUB切换

系统控制
WV-CU950/CH

同轴电缆

以太网电缆

HDMI电缆

L3交换机

服务器(WV-ASC970/CH)系统部件

IP矩阵服务器软件

WV-ASC970
IP矩阵系统管理软件

WV-ASM970
系统控制器
带3D-操纵杆，穿梭环

WV-CU950/CH

*连接WV-ASC970/CH服务器可下载WV-ASM970/CH至客户端PC。

(以上图片是概念图)



发行日期  2013年5月

规格：WV-ASC970/CH
支持设备 支持的摄像机 Panasonic模拟摄像机，除WV-NM100，WV-NP472，

  WV-NS320系列和WV-470S系列以外的Panasonic i-PRO系列

  网络摄像机 

 支持的录像机 WJ-NV200K/CH、WJ-ND400系列、WJ-ND300系列、WJ-ND200系列、

  WJ-HD300系列*1、WJ-HD300A系列、WJ-RT416系列、WJ-HD616/716系列

 支持的矩阵 WJ-SX850，WJ-SX650EX

 支持的编码器 WJ-NT304/CH、WJ-NT314/CH、WJ-GXE500/CH

 支持的解码器 WJ-GXD400/CH

 支持的控制器 WV-CU950/CH，WV-ASM970/CH

 最多注册的录像机数量 64

 最多注册的监视器数量 1,024

 最多注册的摄像机数量 2048(或编码器)、模拟和 / 或IP摄像机*2

 支持的系统类型 多播 / 单播系统

功能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变焦、对焦、 亮度, 预设位置呼叫与程序

 (取决于摄像机) (至多256个)，自动模式(巡回、分类、自动摇动、巡视)，

  AUX 1~2，后焦调整，超级动态开/关

 录像机控制(取决于录像机) 录像(仅数字硬盘录像机)，回放

 序列控制 巡回序列：128种程序，64步骤

  组预设：128种程序，64步骤

  组序列：128种程序，64步骤

 摄像机字幕显示 显示于WJ-GXD400/CH及模拟监视器上

 报警源 录像机、摄像机、编码器、RS-232C、I/O以太网转换器构成的

  Panasonic报警协议

 报警控制 复位、自动复位、布防、撤防、信号确认、自动信号确认、全部复位

 报警显示模式 序列，暂停

 报警联动 摄像机拍摄、巡回序列、组序列

 最多报警次数 2,048

 系统日志 操作、报警、切换、视频丢失

 用户管理 注册：多达512个用户，ID：5位，

  密码：5位，用户级别：自定义

 用户同步登录数 多达64个(视网络情况而定)

 权限划分 操作员-控制器、控制器-监视器、控制器-摄像机、摄像机-监视器

 安全方式 用户身份验证，控制器身份验证(MAC地址)

 冗余 需要2台PC，2台WV-ASC970/CH服务器具备RS-232C端口

 时间同步 NTP(服务器 / 客户端)

 GUI(管理) / 语言 中文

服务器要求 支持的OS Red Hat企业 Linux 5.6服务器(x86)(或以上)

 个人电脑配置要求 CPU：Intel® Xeon® Processor 5140(2.33GHz)或更快，

  RAM：2GB或更大，网络：2x100Gb(或更大)

  HDD：80GB或更大硬盘空间，CD-ROM，端口：1xRS-232C
所需PC 支持的OS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英文和中文版本)管理平台

管理平台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32-bit SP2(英文和中文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SP1 32bit(英文和中文版)

 个人电脑配置要求 CPU：Intel® Pentium® 4 processor 3.0 GHz 或更快

  RAM：512 MB或更大

  网络：10/100 Mbps

  HDD：200 MB或更大硬盘空间

  监视器：32位 1024x720分辨率

网络 协议 HTTP(IP地址及端口数量)，FTP，UDP

*1 使用WV-ASC970/CH和WJ-HD300/CH系列时，请先咨询您的销售公司。 

*2 取决于系统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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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Phier是Panasonic公司的注册商标。
－“Super Dynamic”，“SDII”，“SDIII”，“SD5”，“SD5Link”，“SD6”，“i-PRO”及“i-PRO SmartHD”标志为松下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ONVIF 及ONIVF logo 是ONVIF 公司的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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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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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产品可能受到出口规定的限制

灵活的报警联动功能

报警联动示例每个报警源都非常灵活。

可处理多达2,048个报警。

报警联动包括：

● 指定的监视器上显示报警信息

● 摄像机显示报警画面或指定监视器开始序列显示

● 开启所有系统控制器和WV-ASM970/CH的报警指示器

    * WV-ASC970/CH不支持任何来自于数字硬盘录像机或网络硬盘录像机的

      错误通报(如“移除”)

规格：WV-ASM970/CH
支持设备 支持的服务器 WV-ASC970/CH*1

 支持的系统类型 多播 / 单播系统

GUI功能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变焦、对焦、亮度、预置位调用及程序

 (取决于摄像机) (最多256个)，自动模式，AUX1-2

 录像机控制 录制(仅数字硬盘录像机)、播放、快速播放、暂停、停止、快进、

 (取决于录像机) 倒退、前帧图像、下帧图像、跳到最后、跳到日期

 监视器控制 显示器分式开关、摄像机选择开关、巡回序列、组预设、

  组序列、显示器锁定

 事件检索 目标：录像机(摄像机)
  检索标准：时间日期、事件类型

 多画面模式 单画面 / 4画面 / 7画面 / 9画面 / 10画面 / 13画面 / 16画面

 显示性能 30ipsx16 screens at MPEG-4 2Mbps*3

  30ipsx16 screens at H.264 1.5Mbps with VGA*3

 多个监视器 2个监视器(操作 / 监控)

 图像数量 多达100张地图(JPEG或Bit map)，关联64台摄像机、地图

 图像下载 可下载多达64个记录图像(与WJ-ND400连接时)。

  仅支持手工下载，用户软件可从主软件中获取

 时钟显示 在GUI上显示。时间：12H/24H，日期：5种格式

 报警控制 复位、全部复位、布防、撤防、信号确认、自动信号确认

 系统设置 中英文设置页

 GUI语言*4 中文，英语

PC要求 支持的OS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32-bit)(英文和中文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64-bit)*2(英文和中文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SP2(32-bit)(英文和中文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Vista® Business SP2(64-bit)*2 (英文和中文版本)

  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P3(32-bit)(英文和中文版本)

 支持的浏览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6.0 Service Pack 3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0 Service Pack 1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8.0

 个人电脑配置要求 CPU：Intel® CoreTM 2 Duo 2.66 GHz或更快

   Intel® CoreTM 2 Quad Q9650 或更快

   Intel® CoreTM i7-920 或更快 
  内存：2GB或更大 / 3GB或更大(操作H.264图像时), 

  VRAM：128MB或更大，兼容DirectX® 9.0c

 监视器 1280x1024有效像素或更高的2台监视器

网络 协议  HTTP(IP地址及端口数量)，FTP
浏览器软件 回放控制 播放、快速播放、暂停、快进、倒带、前段录像、下段录像、

  前帧图像、下帧图像

 附加功能 纂改检测、保存为JPEG格式、两倍变焦、打印

*1 WV-ASC970/CH 最新的版本。*2 以WOW64操作(32-bit模式)。

*3 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OS)和Intel® CoreTM i7-920 (CPU)时。

*4 单独提供定制工具的其他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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