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外部控制，发布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支持与各种设备的连接
http://pro-av.panasonic.net/en/pass/remote.html

AW-SF202MC2 个附加许可证

3 个附加许可证 AW-SF203MC

智能自动追踪 ( 软件 )

解决方案
AW-UE70W/KMC AW-HE130W/KMC

AW-HE65SW/KMC

AW-HE48SW/KMC

AW-HE65HW/KMC

AW-HE58SW/KMC
AW-HE58HW/KMC

最低系统配置要求

     CPU: Core i5-3320M (2.60 GHz) 或更高
     内存 : 4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600 x 900 或更高
     操作系统 :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Ultimate (SP1) 32 bit/64 bit
                      ● Windows 8.1 32 bit/64 bit
                      ● Windows 10 32 bit/64 bit

推荐系统配置要求

     CPU: Core i7-4710MQ (2.50 GHz) 或更高
     内存 : 8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920 x 1080 或更高
     操作系统 :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Ultimate (SP1) 64 bit
                      ● Windows 8.1 64 bit
                      ● Windows 10 64 bit

AW-SF100MC
[要求 ]

AW-SF200MC
[要求 ]

4K / 高清摄像机系列产品 (仅室内使用 )

自动追踪软件有30天免费试用期。检查注意事项并确认您在试用期可正常使用后，请购买该"自动追踪软件激活码" 。30天免费试用

服务器电脑

     CPU: Xeon E5-2640 v4 2.40 GHz 1P/10C 或更高
     内存 : 8 GB 或更大
     操作系统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客户电脑

     CPU: Core i5-2520M 2.50 GHz 或更高
     内存 : 4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920 x 1080 或更高
     网络浏览器 : Google Chrome

&

平稳控制

运动探测 人脸识别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3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2座13楼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028)6282-8358/8359
传真：(028)8665-1109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75号虹口SOHO 6层-8层
邮政编码：200080
电话：(021)3866-7155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75号虹口SOHO 6层-8层
邮政编码：200080
电话：(021)3866-7155
传真：(021)3866-7011

广告主: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广告经营者:北京鼎嘉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  印刷日: 2017年07月 有效期: 1年17AYH0701

http://prosystem.panasonic.cn

自动追踪软件密钥

http://pro-av.panasonic.net/请登陆Panasonic网站上查阅最新非线性兼容信息、下载和服务信息等。

*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带自动追踪功能的拍摄

通过运动探测和人脸识别进行高精度追踪

4K/高清摄像机

<摄像机界面> <设置 – PTZ Ctrl>

● AW-SF200MC系统实例: 全校授课采集

您可选择AW-SF100MC用于网络应用，还支持来自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台式电脑等设备的控制。AW-SF200MC可对多台摄像机进

行集中控制，它使用浮动许可证，与用户环境相匹配的操作更灵

活。

＜主界面＞

AW-SF100MC
界面

AW-SF200MC
界面

演讲 报告 新闻演播室
公司内部
培训

新闻
发布会

追随演讲者移动、呈现自然的视

频平稳追踪控制

自动追踪软件密钥
AW-SF100/SF200MC

追踪电脑

激活

下载并安装

自动追踪软件

运动探测 人脸识别

平稳控制

使用高性能“运动探测”和高精度“人脸识别”，不管演讲者面对哪个方

向，即使在他/她背对摄像机在黑板上写字时，也能对其进行追踪误

差最小的高精度自动追踪另外，该功能是通过来自摄像机的流视频

进行探测/追踪，因此电脑上无需配备视频采集卡。降低了视频采集

的处理负荷，因此无需高性能电脑。

图形用户界面直观设置

通过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可轻松进行自动追踪设置，仅需必要的图

标，将设置所需的劳动降至最小，且有助于顺畅操作。还具备追踪调

节功能，如遮罩、追踪目标、追踪范围和灵敏度调节。

使用基于IP的软件支持远程操作

采用基于IP的软件，增加了系统灵活性，实现了远程位置教室内摄像

机的IP连接（IP流/IP控制）、安装/操作。

● 根据使用条件，在探测追踪对象或追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误差。请在操作员可进行校   
 正的情况下使用该软件。

*1 : 这指的是应用程序版本。若使用网络应用程序版本，应将自动追踪软件安装在HTTP 
 服务器上，并在那里使用。

“运动探测” 和“人脸识别” 用于追踪误差最小的高精

度自动追踪

SDI LAN

LAN

PoE+ HUB

演讲室

监听室

追踪电脑

高清摄像机
AW-HE130WMC

远程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流媒体直播
系统

SDI 或者 HDMI LAN

LAN
PoE+ HUB

演讲室

监听室

追踪电脑

高清摄像机
AW-HE130WMC

远程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演讲者控制
的平板电脑

存储卡录像机
AJ-PG50MC

Wi-Fi
AP

简易的低成本安装可轻松移至现有系统，

无需额外设备

若将自动追踪软件安装在电脑*1或服务器上，通过连接4K摄像机AW-UE70W/KMC
或高清摄像机AW-HE65MC系列或AW-HE130W/KMC可轻松安装自动追
踪系统。无需重新安装传感器和其他设备。由于系统配置简易且无需添加新

设备，因此降低了初始成本。

SDI LAN
流媒体流媒体

AW-SF100MC有脱机的网络应用程序版本可供选择;
AW-SF200MC在服务器上操作

使用中央服务器，实现对一个大厅内多台摄像机或多个教室内多台摄像机的同步自动追踪和集中控制。

根据实施追踪摄像机的数量，可进行系统扩展。

● AW-SF100MC系统实例: 教室内授课采集
使用一台电脑对一个摄像机进行自动追踪和控制。

● 自动追踪的各种应用有了自动追踪，无需进行全天
候手动追踪。自动追踪远程摄
像机通过简单操作就可记录动
态视频。

软件密钥使用举例

AW-SF100MC

视频剪辑和摄像机控制

可对多台摄像机进行同步自动追踪和集中控制。
服务器和简化操作确保能够在多个教室内进行
有效的授课采集。

AW-SF200MC

PC客户端 视频剪辑 摄像机控制

追踪控制服务器

ROOM
4

ROOM
3

ROOM
2

ROOM
1

系统配置实例

系统配置实例 系统配置实例 (WEB 应用 )

LAN主服务器

查看器

高清摄像机
AW-UE70WMC

HD-SDI

基
本
配
置

扩
展

PoE+ HUB

附加服务器

许可证可用于AW-SF200MC (基本许可证)、AW-SF202MC 
(+2个摄像机)和AW-SF203MC (+3 个摄像机)*。

* 更多有关AW-SF202MC和AW-SF203MC附加许可证的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en/products/aw-sf100g/)。

SDI

LAN

ストリーミング流媒体

主服务器控制

附加服务器控制

流媒体直播
系统



带自动追踪功能的拍摄

通过运动探测和人脸识别进行高精度追踪

4K/高清摄像机

<摄像机界面> <设置 – PTZ Ctrl>

● AW-SF200MC系统实例: 全校授课采集

您可选择AW-SF100MC用于网络应用，还支持来自平板电脑、智能

手机、台式电脑等设备的控制。AW-SF200MC可对多台摄像机进

行集中控制，它使用浮动许可证，与用户环境相匹配的操作更灵

活。

＜主界面＞

AW-SF100MC
界面

AW-SF200MC
界面

演讲 报告 新闻演播室
公司内部
培训

新闻
发布会

追随演讲者移动、呈现自然的视

频平稳追踪控制

自动追踪软件密钥
AW-SF100/SF200MC

追踪电脑

激活

下载并安装

自动追踪软件

运动探测 人脸识别

平稳控制

使用高性能“运动探测”和高精度“人脸识别”，不管演讲者面对哪个方

向，即使在他/她背对摄像机在黑板上写字时，也能对其进行追踪误

差最小的高精度自动追踪另外，该功能是通过来自摄像机的流视频

进行探测/追踪，因此电脑上无需配备视频采集卡。降低了视频采集

的处理负荷，因此无需高性能电脑。

图形用户界面直观设置

通过直观的图形用户界面可轻松进行自动追踪设置，仅需必要的图

标，将设置所需的劳动降至最小，且有助于顺畅操作。还具备追踪调

节功能，如遮罩、追踪目标、追踪范围和灵敏度调节。

使用基于IP的软件支持远程操作

采用基于IP的软件，增加了系统灵活性，实现了远程位置教室内摄像

机的IP连接（IP流/IP控制）、安装/操作。

● 根据使用条件，在探测追踪对象或追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误差。请在操作员可进行校   
 正的情况下使用该软件。

*1 : 这指的是应用程序版本。若使用网络应用程序版本，应将自动追踪软件安装在HTTP 
 服务器上，并在那里使用。

“运动探测” 和“人脸识别” 用于追踪误差最小的高精

度自动追踪

SDI LAN

LAN

PoE+ HUB

演讲室

监听室

追踪电脑

高清摄像机
AW-HE130WMC

远程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流媒体直播
系统

SDI 或者 HDMI LAN

LAN
PoE+ HUB

演讲室

监听室

追踪电脑

高清摄像机
AW-HE130WMC

远程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演讲者控制
的平板电脑

存储卡录像机
AJ-PG50MC

Wi-Fi
AP

简易的低成本安装可轻松移至现有系统，

无需额外设备

若将自动追踪软件安装在电脑*1或服务器上，通过连接4K摄像机AW-UE70W/KMC
或高清摄像机AW-HE65MC系列或AW-HE130W/KMC可轻松安装自动追
踪系统。无需重新安装传感器和其他设备。由于系统配置简易且无需添加新

设备，因此降低了初始成本。

SDI LAN
流媒体流媒体

AW-SF100MC有脱机的网络应用程序版本可供选择;
AW-SF200MC在服务器上操作

使用中央服务器，实现对一个大厅内多台摄像机或多个教室内多台摄像机的同步自动追踪和集中控制。

根据实施追踪摄像机的数量，可进行系统扩展。

● AW-SF100MC系统实例: 教室内授课采集
使用一台电脑对一个摄像机进行自动追踪和控制。

● 自动追踪的各种应用有了自动追踪，无需进行全天
候手动追踪。自动追踪远程摄
像机通过简单操作就可记录动
态视频。

软件密钥使用举例

AW-SF100MC

视频剪辑和摄像机控制

可对多台摄像机进行同步自动追踪和集中控制。
服务器和简化操作确保能够在多个教室内进行
有效的授课采集。

AW-SF200MC

PC客户端 视频剪辑 摄像机控制

追踪控制服务器

ROOM
4

ROOM
3

ROOM
2

ROOM
1

系统配置实例

系统配置实例 系统配置实例 (WEB 应用 )

LAN主服务器

查看器

高清摄像机
AW-UE70WMC

HD-SDI

基
本
配
置

扩
展

PoE+ HUB

附加服务器

许可证可用于AW-SF200MC (基本许可证)、AW-SF202MC 
(+2个摄像机)和AW-SF203MC (+3 个摄像机)*。

* 更多有关AW-SF202MC和AW-SF203MC附加许可证的信息，请登陆以下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en/products/aw-sf100g/)。

SDI

LAN

ストリーミング流媒体

主服务器控制

附加服务器控制

流媒体直播
系统



对于外部控制，发布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支持与各种设备的连接
http://pro-av.panasonic.net/en/pass/remote.html

AW-SF202MC2 个附加许可证

3 个附加许可证 AW-SF203MC

智能自动追踪 ( 软件 )

解决方案
AW-UE70W/KMC AW-HE130W/KMC

AW-HE65SW/KMC

AW-HE48SW/KMC

AW-HE65HW/KMC

AW-HE58SW/KMC
AW-HE58HW/KMC

最低系统配置要求

     CPU: Core i5-3320M (2.60 GHz) 或更高
     内存 : 4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600 x 900 或更高
     操作系统 :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Ultimate (SP1) 32 bit/64 bit
● Windows 8.1 32 bit/64 bit
● Windows 10 32 bit/64 bit

推荐系统配置要求

     CPU: Core i7-4710MQ (2.50 GHz) 或更高
     内存 : 8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920 x 1080 或更高
     操作系统 : ● Windows 7 Professional (SP1),

          Ultimate (SP1) 64 bit
● Windows 8.1 64 bit
● Windows 10 64 bit

AW-SF100MC
[要求 ]

AW-SF200MC
[要求 ]

4K / 高清摄像机系列产品 (仅室内使用 )

自动追踪软件有30天免费试用期。检查注意事项并确认您在试用期可正常使用后，请购买该"自动追踪软件激活码" 。30天免费试用

服务器电脑

     CPU: Xeon E5-2640 v4 2.40 GHz 1P/10C 或更高
     内存 : 8 GB 或更大
     操作系统 : Windows Server 2012 R2

客户电脑

     CPU: Core i5-2520M 2.50 GHz 或更高
     内存 : 4 GB 或更大
     显示器分辨率 : 1920 x 1080 或更高
     网络浏览器 : Google Chrome

&

平稳控制

运动探测 人脸识别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3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四川省成都市顺城大街8号中环广场2座13楼
邮政编码：610016
电话：(028)6282-8358/8359
传真：(028)8665-1109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75号虹口SOHO 6层-8层
邮政编码：200080
电话：(021)3866-7155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市虹口区吴淞路575号虹口SOHO 6层-8层
邮政编码：200080
电话：(021)3866-7155
传真：(021)3866-7011

广告主: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广告经营者:北京鼎嘉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  印刷日: 2017年07月 有效期: 1年17AYH0701

http://prosystem.panasonic.cn

自动追踪软件密钥

http://pro-av.panasonic.net/请登陆Panasonic网站上查阅最新非线性兼容信息、下载和服务信息等。

* 规格如有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