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V-ASM300/CH

(可支持系统控制器WV-CU950和监控显示器)

• 摄像机控制，查看和记录管理一体化。

•  i-PRO Extreme H.265 & i-PRO H.264 设备一体化。

一体化

• 新用户界面设计&GUI提高可用性。

• 摄像机自动配置向导加快系统设置。

• WV-ASM300/CH支持多个显示终端，标配支持

  WV-CU950/CH控制键盘。

强大的用户界面

• 最多可注册100台录像机64台编码器及256台摄像机。

• 支持扩展至上千台摄像机、录像机和编码器。

• 完整的软件扩展模块。

扩展

扩展软件
WV-ASE202 / WV-ASE203 / WV-ASE204
WV-ASE205 / WV-ASE231 / WV-ASE306

i-PRO扩展软件
i-PRO WV-ASM300/CH视频管理软件，支持H.265/H.264摄像机的接入与管理，支持多台摄像机，多台录像机及多站点监

测管理环境。是一款集操作性和易用性于一体的管理软件，适用于各种规模的安防视频管理系统。

WV-ASM300/CH最多可连接100台网络录像机(NVRs)和数字录像机(DVRs)，64台编码器及256台直接连接注册的摄像机。

通过录像机最多可注册6400台摄像机，编码器最多可注册256台摄像机，这些可自动注册到管理软件中。新增的Pana-

sonic WV-CU950/CH系统控制器的操纵杆，可操控摄像机和穿梭环便于回放，手动REC控制录像机。内置摄像头 / 录像机

配置向导可加快系统设置时间。

WV-ASM300/CH软件支持16:9，4:3和9:16宽高比的视频在同一平面上显示。支持需要高分辨率视频管理和应用的场所

——如现场窗口、地图窗口支持4K分辨率输出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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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软件
关键特点

WV-ASE202

• 最多可扩展至64个屏幕。

• 最多4个实时显示窗口。

• 支持多屏幕显示，最多可同时支持6个显示终端输出。

• 同时显示操作窗口，地图窗口和4个现场窗口。

WV-ASE203
• 数字录像机，编码器和摄像机最多可分别扩展至100台，64台和256台。

• WV-ASE203最多可添加4个许可证。

WV-ASE204
• 最多可注册编码器10台。

WV-ASE306
• 扩展软件用于控制VI系统。

WV-ASE231
• 扩展软件——用于脸部识别系统 (WV-ASF900)

脸部检索 人数统计，年龄和性别统计 i-VMD(智能视频移动检测)
  追踪路径显示

*每台摄像机均需安装WV-ASE200

* 需安装WV-ASF900脸部检索 人脸匹配 人数统计，年龄和性别统计 

WV-ASE205
• 可见性增强功能。

图像鲜明化

透雾补偿功能

多功能处理降噪

图像鲜明化，透雾补偿功能。

操作窗口

带3D操纵杆、穿梭环系统控制器

WV-CU950/CH

键盘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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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管理服务器

功能
+WV-ASE202

扩展软件
+WV-ASE203

扩展软件
+WV-ASE204

扩展软件
+WV-ASE205

扩展软件
+WV-ASE231

扩展软件
+WV-ASE306

扩展软件

主要功能 / 类型

支持的设备

支持的图像格式

  

支持的图像分辨率

  

最多屏幕数  

AVMD显示 (结构&跟踪线)  

支持多台监视器

  

地图功能  

音频  

事件搜索 (T&D，事件类型等)   

VMD搜索

图像下载

可见性增强  

脸部搜索*2  

脸部匹配*2  

人数计算*2  

年龄和性别统计*2    

最多设备

WV-ASM300/CH
管理软件 — 基础

现场 / 回放 / 控制

i-PRO系列

 i-PRO系列

WJ-NX400，WJ-ND400 系列，

WJ-NV200系列，WJ-ND300系列，

WJ-ND200系列

WJ-HD716/616，WJ-HD300A系列

WJ-GXE500/CH，WJ-GXE100H

WV-CU950/CH

256台

6,400台(与WJ-NX400系列连接)

6,400台(与WJ-ND400系列连接)

3,200台(与WJ-ND300系列连接)

1,600台
 (与WJ-ND200系列 / WJ-NV200系列连接)

256台(与WJ-GXE500/CH连接)

100台

64台

1

H.265, H.264, MPEG-4(i-PRO系列)，M-JPEG

(取决于设备源)

取决于设备源

 (当前i-PRO网络摄像机，编码器)

20

有 
(最多3台：操作 / 现场 / 地图)

有

是(现场：2路，回放：1路)

有

有

(与WJ-NX400K/CH，WJ-ND400系列, 

WJ-HD716/616，WJ-NV200/CH)

有

WJ-GXD400/CH

10

68

有 (最多6台：
操作 / 现场 / 地图)

最多1,280台*1

最多32,000台

(与WJ-NX400系列连接)*1

最多32,000台 

(与WJ-ND400系列连接)*1

最多16,000台

 (与WJ-ND300系列连接)*1

最多8,000台

(与WJ-ND200系列 / 

WJ-NV200系列连接)*1

最多1,280台*1

500台*1

320台*1

摄像机

录像机

编码器 

解码器 

控制器

摄像机

录像机 

编码器  

解码器 

控制器

直接连接

通过录像机连接

NVR

DVR

录像服务器

直接连接

通过录像机连接

通过编码器

通过解码器

*1 需安装WV-ASE203x4许可证500台录像机。

*2 需安装WV-ASF900。

软件功能对比表

系统示例

有

有

有

有

有

有

360˚全景摄像机

鱼眼 四画面

网络硬盘录像机
WJ-NV200K/CH

WV-ASM300/CH

H.264 / MPEG-4 / 
JPEG编码器

WJ-GXE500/CH

网络硬盘录像机
WJ-NX400K/CH

交换器
交换器

PC

WV-CU950/CH

脸部识别系统
WV-ASF900

模拟摄像机x4 网络摄像机x28 网络摄像机x16

网络

COPY

ERROR ALARM

RECOPERATE LCD SW

BUZZER STOP

MOUSE



规格：WV-ASM300/CH
GUI功能 摄像机控制  旋转 / 俯仰，变焦，聚焦，亮度，预置位调用及编程(最多256个)，自动模式(顺序、排序、自动旋转、巡回显示、自动跟踪)，AUX 1~3，

 (取决于摄像机)  点击居中，滚动变焦， 拖曳变焦

 录像机控制  录像，播放，快速播放，暂停，停止，快进(最多96倍)，倒带(最多96倍)，前段录像，下段录像，前帧图像，

 (取决于录像机)  下帧图像，跳放(最多60分钟)，快速跳放(最多60分钟)，文本信息播放

 事件检索  目标：录像机(摄像机) / 组 / 地图*1，检索标准：时间日期、事件类型、文本信息

 VMD搜索  目标：录像机(摄像机)，搜索标准：时间日期，与WJ-ND400系列、WJ-HD716、WJ-NV200连接

 缩略图搜索  目标：摄像机，搜索目标：时间日期，流，时间间隔

 多画面模式  1，2，3，4，5，6，7，10，13，16画面

 巡回显示  20组、64级 / 模式、现场 / 4画面 / 9画面 / 16画面，停留时间：3秒 / 5秒 / 10秒 /15秒 / 20秒 / 25秒 / 30秒 / 35秒 / 40秒 / 45秒 / 50秒 / 55秒 / 1分

 显示性能  30ipsx16屏 H.264 1.5Mbps制式，30ipsx16屏 MPEG -4 2Mbps制式 30ipsx16屏 H.264 768Kbps制式

 多监视器  最多3个监视器(操作 / 现场 / 地图)，最多可显示20个摄像机画面(操作-4画面，现场-16画面)

 摄像机组显示  最多可显示400组，带16个字符的字幕

 地图数量  最多100幅地图(JPEG或Bit map)，连接：128台摄像机和20幅地图

 图像下载  最多可下载64台摄像机(与WJ-ND400连接)所录制的图像。仅支持手动下载。用户软件可从主软件中获取

 快速下载  快速下载操作监控图像

 SD记忆卡资料下载 某些Panasonic摄像机可将在摄像机内部SD记忆卡内存储的

    H.264 / H.265视频文件(mp4文档)利用FTP传输功能传送到PC机上

 录像机 / 摄像机访问 以管理员身份登入时，可访问摄像机和录像机网页

 文件格式转化  将n3r文件格式转化成标准格式(mp4)

 摄像机字幕显示  在GUI上显示，最多16个字符

 时钟显示  在GUI上显示。 时间：12小时 / 24小时。 日期：5种格式(图像来自录像机时)

 报警源   Panasonic报警协议

 报警控制  重置，自动重置(关 / 10秒 / 20秒 / 30秒 / 1分 / 5分)

 报警联动  最多可在现场监视器上显示16个报警图像。地图上相应摄像机图标指示灯亮。GUI和蜂鸣报警器上显示报警信息。

 数字变焦  最多4倍

 添加文本信息  每段录像均可添加200字符以内的评论，便于以后复查

 系统日志  操作日志(100,000条)、系统日志(1,000条)、网络错误(1,000条)、录像机错误(1,000条)、报警(30,000条)

 录像机日志下载  操作访问、网络错误、错误、事件

 用户管理  注册：最多32个用户+管理员，ID：4~32位，密码：8~32位，用户级别：6个级别(可设定)，

    密码时间限制：关 / 31 / 92 / 184 / 366天，自动日志：开/关    *必须有2个或2个以上的字母(区分大小写)、数字、符号混合组成

 安全方式  用户认证(ID和密码)、主机认证(IP地址)、变更检测、激活密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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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规格 支持的OS*1  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32bit / 64bit*2，Microsoft® Windows® 8.1 Pro 32bit/64bit*2，Microsoft®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32bit / 64bit*2

    OS语言必须与GUI使用的语言一致

    * 4K摄像机 (WV-SFV781L / WV-SPV781L)仅适用于Microsoft® Windows® 10 Pro 64bit，Microsoft® Windows® 8.1 Pro 64bit

 个人电脑 CPU Intel® Core™ i5-6500， Intel® Core™ i7-6700或更快

 配置要求*3  增加WV-ASE202许可和在64屏幕上显示图像：Intel® Core™ i7-6700或更快

    * 推荐使用一台PC专门用于WV-ASE205
    网络麦克风(WV-SNR10 / WV-SNR10N3)：Intel® Core™ i7-6700  或更快

    900万像素网络摄像机(WV-SFV481 / WV-SFN480)：Intel® Core™ i7-6700或更快

    4K网络摄像机(WV-SFV781L / WV-SPV781L)：Intel® Core™ i7-6700 或更快

    H.265摄像机：Intel® Core™ i7-6700或更快

   记忆卡 4GB或更大

    900万像素网络摄像机(WV-SFV481 / WV-SFN480)：8GB*或更大

    4K网络摄像机(WV-SFV781L / WV-SPV781L )：8GB*或更大

    H.265摄像机：8GB*或更大

    使用匹配的双通道记忆卡，记忆卡容量相同并需要双倍使用

    (例：8GB记忆卡需使用2个4GB记忆卡)

   图形加速器*3 VRAM：512MB或更高，兼容compatible with Microsoft® DirectX® 9.0c或更新

    WV-ASE202：NVIDIA NVS510 x 2

    WV-ASE205(可视性增强)：NVIDIA GeForce® GTX 660或更多

    (建议GeForce®版本332.21或更高版本的驱动程序软件)

    4K监视器* ：NVIDIA NVS 510
    在60Hz下，显示器显示4K 2K分辨率需连接到显示端口1.2

   CD-ROM 驱动 需安装软件

   要求HDD空间 约3GB

   监视器 1280x800像素以上或更高(推荐1920x1080像素)，24位真彩或更高的(推荐全彩)

   网络端口*3 100 / 1000Mbps网络端口

   Web浏览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8，9
网络 代理服务器  支持HTTP代理服务器(IP地址及端口序号)

 FTP   被动 / 主动

用户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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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更检测、保存为JPEG格式、两倍变焦、打印

*1 在H.265模式下，不支持Vista®，Microsoft® Windows® 8，需安装 64位操作。

*2 将2个图形板拼在一起使用，将不再享受保修服务。

 一个图形板输出4台监视器时，只需按照下列设置，

 + 操作监视器，地图监视器，1*现场监视器以及2*现场监视器。

 + 操作监视器，1*现场监视器，2*现场监视器以及3*现场监视器。

*3 若需了解更多信息，请参阅网站。

·重量及尺寸为近似值

·规格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商标及注册商标
－Microsoft，及Windows 均为微软公司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英特尔和奔腾是英特尔公司的注册商标。
－NVIDIA，GeForce是NVIDIA公司在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
－“i-PRO”标志为松下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重要
－松下公司建议使用指定的PC机以防止安装错误，并保证最佳使用性能。
－安全注意事项：使用本产品前请仔细阅读相关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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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遥控时请注意网络设计。详细信息请联系当地松下经销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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