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他特征和技术规格 综合安防集成管理平台综合安防集成管理平台
用户界面

界面直观、功能强大

终端用户仅需简单培训、甚至无需培训即可上手

便捷的摄像机搜索工具

实时浏览和监控录像

不论身处何地均可从系统的任一摄像机获取直观的实时或录制影像 

客户端数量无限制

创建定制化的布局或布局组 

支持图像的数字变焦

支持OSD显示内容在内的云台控制选择

支持用户在树状目录中，通过点击鼠标右键控制和弹出菜单选项 

变焦区域画中画

支持全景 / 鱼眼摄像机的180度旋转拼接和云台控制 

全景 / 360度还原补偿 

同步回放

  

报警管理

根据设定，弹出报警摄像机的实时窗口画面，并发出声光报警

相关的报警信息可以发送给特定的用户或群组 

发送的报警信息包括JPEG的图片或AVI格式的剪裁图像，支持定时以邮件或

短信息形式发送给用户

支持报警预案管理，以弹出窗口的方式显示详细的操作指南 

包含多种报警联动的动作，如执行DIO指令显示、即时重放报警画面 、推送

报警视频显示终端、停止轮巡、调用关联云台的预置位、启动录像以及启动

同步录制音频

利用越线检测功能，统计进出特定场合的人员，一旦超限即发出报警信号，

以实现控制人流量的目的

摄像机支持

支持200余家制造商的3,100多款摄像机的接入，具体相关信息请查询官网

通过ONVIF，RTSP或HTTP协议，万能摄像机驱动器可支持大部分其他型号

摄像机 

支持Panasonic以及海康威视、大华、Axis、Sony、Samsung等型号摄像机

的控制及管理功能

支持2000万像素分辨率摄像机的接入 

支持MJPEG，MPEG4，H.264等多种视频压缩格式

支持基于摄像机或服务器的移动侦测

支持灵敏度和隐私区域设置 

摄像机自动搜索

集中的摄像机管理

支持音频的输入和输出

支持独立的音频信号与视频信号的混合录制

领先技术

基于全64位操作系统设计的软件平台，管理同等数量摄像机所需的硬件资源

更少

支持故障自动迁移技术，确保数据安全

采用负载平衡设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采用更为开放的方案设计系统，与第三方应用程序轻松兼容

更好的支持用户二次开发需求

支持邮件SSL认证和替换端口，支持Gmail和Hotmail SSL认证

安全网络客户端传输许可证

事件触发后，可根据设定运行应用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存储

灵活的高速存储方案，扩容无限制

支持NAS和SAN(支持COLDSTORE)等内部或外部存储设备

支持长期存储、管理录制的视频文件.

根据需要，可定期将单个或多个摄像机、或存储设备内的录制视频进行转移

系统需求

操作系统兼容Windows XP / 7 / 8 / Server 2003 / 2008R2和2012

的32位和64位版本  

支持VMware，Hyper-V和Xen等虚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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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印刷

产品广告

时下, 众多的 IP视频管理软件产品设计过为复杂，架构臃肿，导致客户花费成本过高!  作为松下电器一员，美国Video 

Insight 可提供一套成本合理、使用简便的视频管理系统，可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多样的管理模式，以及更为丰富的细

节信息；进而大幅减少人工管理及操作的时间，确保能够提供更为高效且有力的安全防护。

该套强大的视频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不论在单一场景还是多场景模式下，都可通过网络获取、管理、存储前端摄像机采

集到的视频监控影像，并能支持各种类型的网络摄像机和模拟摄像机。Video Insight 系统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

不同类型的行业及项目，包括教育(幼儿园、中小学校、大学)、医疗卫生(医院、医疗保健机构)、智能建筑(星级酒店、

商务楼宇、体育场馆、综合体建筑)、高铁(高铁车站、高铁沿线)，以及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等多场地布局的场合，这

类场合都要求使用的视频管理软件，既具有强大的管理和应用功能，同时又具有简单易用的操作体验。

Video Insight 综合安防集成管理平台深受全球25,000余家客户的信赖



系统扩展无限制

与其它同类软件相比，Video Insight 是一款界面直观、功

能强大的视频管理软件，可以支持无数量限制的使用客户

端；与第3方系统集成简单快捷，提供更为多样化的管理

模式等。客户可以在网络或整个架构中任意添加一个甚至

上百个摄像机，且不受地域限制。 

为客户提供更多附加价值

在Video Insight 快速成长、市场份额不断提高的过程中，

我们的客户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Video Insight 系统

中，我们为客户准备了更多不同形式的管理应用，如车牌

识别(下一版本)、设备健康监测等，这些功能都为客户提

供了除视频监控功能以外更多的附加价值。

降低视频监控市场的门槛

价格合理，系统灵活，操作简便是Viedo Insight 有别于其

它同类产品的主要原因，我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更具成本效

益，更为简单易用。Video Insight 提供给最终用户的系统

将终身有效，并将不断提供更新服务。

确保客户至上、得到妥善保护

冗余录像发送至多台网络视频录像机(NVRs)，可最大程

度保护数据安全。 设备健康监测，自动故障转移，负载

平衡功能可将摄像机合理的分配至各服务器，这些功能可

一直保证实时或录制视频的高可用性。用户登录权限设置

和其它安全性能可确保您的视频、音频数据无法被篡改，

始终得到妥善保护。 

客户保障计划(CAP)让客户更安心

如果摄像机或系统内的其他主要设备损坏而客户无从知晓，

将对客户正在使用的系统带来巨大麻烦。而我们的客户保

障计划(CAP)将提供主动式设备监测及诊断服务，确保客

户不会因为设备故障突发而无法继续使用系统。一旦故障

发生，客户可及时得到通知及相关支持服务，可在第一时

间排除故障，恢复系统的正常运行。

热忱的客户支持 

Video Insight 在产品及服务方面，始终保持高度的热情。

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的全体技术人员(包括中国、

美国、日本)都将尽心尽力为您提供更好的支持。

摄像机和服务器设置简便

Video Insight 可自动识别网络中的摄像机，无需进行手动配置或搜索，

将复杂的网络配置化繁为简。

集中部署

Video Insight 支持分散部署和集中部署。使用集中式服务器时，多个

场所可以共用一个服务器，实现硬件使用效率最大化，进而降低整

个系统的购买成本及后续的维护成本。

移动侦测

在视频模块中侦测并锁定移动画面，设定移动侦测的灵敏度，并设

定移动侦测的联动动作，包括触发事件或归档等。

远程监控

强大的视频监控功能 —— 即便您工作非常繁忙或身处异地，也可通过

在移动终端设备上安装 Video Insight 移动应用程序*，浏览任一服务器

上的全分辨率实时视频或录制影像或查看预设定的摄像机分布图。

*注：该功能需要移动终端设备及当地电信运营商提供的网络支持

电子地图管理

您可将建筑物的平面图上传至服务器，然后在平面图上放置摄像机

图标以标明其安装位置。鼠标移动到图标上时即可看到该摄像机的

实时图像。该功能还关联支持多层图纸，进而创建一个多层级管理

的建筑平面图。

报警联动管理

报警联动管理由相应的管理组件完成，该组件可通过设置向导实现单

个或多个触发动作的联动事件管理，也可在设定时间范围内通过邮件

发送简报，也可进行复杂的联动动作设定(如报警联动画面弹出、录

像)以及联动预案管理(如呼叫保安或警卫人员等)。

码流自适应

采用双视频流配置，客户既能在低分辨率条件下同时查看多个摄像

机影像，也可切换至高分辨率全屏观看。在客户远程查看实时或录

制影像时，将不会对系统的传输网络造成不利影响。

灵活的存储方案

Video Insight 系统支持各类型存储方案，如本地存储、NAS和SAN等。

同时可将已录制视频存储到单一地点，或同时存储到多个设备。

Video Insight 系统可灵活地根据客户自身需要，为重要的视频资料提

供更长的保存时间和更为安全的保存手段。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

Video Insight 根据用户需要，支持对系统进行二次开发，包括系统的

实时或录制影像嵌入现有应用程序，或创建Video Insight 服务器的功

能触发器。 

电子地图

摄像机和服务器设置简便 

关键产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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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灵敏度和隐私区域设置 

摄像机自动搜索

集中的摄像机管理

支持音频的输入和输出

支持独立的音频信号与视频信号的混合录制

领先技术

基于全64位操作系统设计的软件平台，管理同等数量摄像机所需的硬件资源

更少

支持故障自动迁移技术，确保数据安全

采用负载平衡设计，提高系统的可靠性

采用更为开放的方案设计系统，与第三方应用程序轻松兼容

更好的支持用户二次开发需求

支持邮件SSL认证和替换端口，支持Gmail和Hotmail SSL认证

安全网络客户端传输许可证

事件触发后，可根据设定运行应用程序或批处理文件

存储

灵活的高速存储方案，扩容无限制

支持NAS和SAN(支持COLDSTORE)等内部或外部存储设备

支持长期存储、管理录制的视频文件.

根据需要，可定期将单个或多个摄像机、或存储设备内的录制视频进行转移

系统需求

操作系统兼容Windows XP / 7 / 8 / Server 2003 / 2008R2和2012

的32位和64位版本  

支持VMware，Hyper-V和Xen等虚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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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广告

时下, 众多的 IP视频管理软件产品设计过为复杂，架构臃肿，导致客户花费成本过高!  作为松下电器一员，美国Video 

Insight 可提供一套成本合理、使用简便的视频管理系统，可为客户提供更为全面和多样的管理模式，以及更为丰富的细

节信息；进而大幅减少人工管理及操作的时间，确保能够提供更为高效且有力的安全防护。

该套强大的视频管理系统解决方案不论在单一场景还是多场景模式下，都可通过网络获取、管理、存储前端摄像机采

集到的视频监控影像，并能支持各种类型的网络摄像机和模拟摄像机。Video Insight 系统解决方案非常适合应用于各种

不同类型的行业及项目，包括教育(幼儿园、中小学校、大学)、医疗卫生(医院、医疗保健机构)、智能建筑(星级酒店、

商务楼宇、体育场馆、综合体建筑)、高铁(高铁车站、高铁沿线)，以及大中型制造业、企业等多场地布局的场合，这

类场合都要求使用的视频管理软件，既具有强大的管理和应用功能，同时又具有简单易用的操作体验。

Video Insight 综合安防集成管理平台深受全球25,000余家客户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