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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Symphony™ 7

具有视频分析功能、扩展性极佳的视频管理软件
• 市场上最具可扩展性的 VMS

Aimetis Symphony 7 是智能视频管理软件 (VMS) 的新标杆。
Symphony 可扩展性高且易于使用，是各种服务器架构的完美解决方案。

• 视频分析
• 高安全性
• 集中式云管理

Symphony 可通过云端的解决方案进行简单有效的集中管理。 外加行业领

• 总拥有成本最低

先的视频分析，Symphony 可谓是无与伦比。

Symphony 为客户实现理想结果

Aimetis Symphony 正是我们所寻找的智能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Aimetis Symphony 是机场安全和运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可满足我们对可靠性和准确性的分析要求，即便在刮风雨雪条件 它能够保障企业的顺利运营，并且能够帮助企业预防和解决
下亦如此。 它已成为监控解决方案的支柱。
危机，并为应急人员提供特殊情况下所需的信息。

- IT 安全项目经理， 德国大众，德国茨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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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组合

- 慕尼黑机场CIO Michael Zaddach

主要优势
操作人员客户端

开放式生态系统
Aimetis Symphony 可安装在标准服务器上。它支持数以千计的
网络摄像头和编码器以及行业标准，例如 Onvif Profile S 和
Profile G。兼容大量第三方品牌的 PSIM、入侵检测以及门禁等，
从而提高操作人员的工作效率。REST API 可确保您不会被禁锢于
专有解决方案。

摄像头导航

视频面板

摄像头列表可为用户提供摄像头
导航以及摄像头状态，包括录制
状态以及移动和警报事件。

每个面板均可用于实况视频或
视频回放，无需打开单独的回
放选项卡。

元数据

上下文相关的工具栏

在视频上叠加分析装饰，可在相
关区域为用户提供视觉反馈。

在视频上叠加工具栏，通过为
操作人员提供与当前任务相关
的按钮减少杂乱无章的情况。

拥有成本最低
通过整合服务器、减少 Microsoft 许可费和提高用户效率，
Symphony 能实现最低的总拥有成本。
Symphony 独有的多服务器架构无需管理服务器，因为录制服务
器同样可履行该职责。将服务器故障转移功能内置到软件中，无
需 Windows 集群，即可极大地减少 Microsoft 许可和配置复杂
性。本地视频分析可通过取消对专用分析服务器的使用并提高操
作人员的工作效率从而进一步减小服务器的占用空间。

易于使用
简化的基于 HTML5 的 Web 客户端专门用于管理。这允许管理
员利用 Web 浏览器配置整个系统，而无需安装和维护一个
Windows 客户端。
基于 Windows 的操作人员客户端专门用于视频和警报监控。井
然有序的以视频为主的设计使操作人员能够专注于视频监控。

基于 Web 的管理员客户端
摄像头配置模板

门禁

可通过创建模板并将其应用到
摄像头而对摄像头配置进行集
中定义和管理。

Symphony 支持不同品牌的门
禁。

摄像头配置向导

附加组件

通过自动发现向导可简化添加
摄像头的流程，该向导允许用
户通过三个简单的步骤添加、
命名以及配置摄像头。

可按每个摄像头添加视频分析。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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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
高可扩展性
Aimetis Symphony 在录像和码流方面进行了高度优化，可
减少对硬件配置的要求。

视频分析
Symphony 经过全新设计，支持视频分析。无缝支持
Aimetis 基于服务器的分析或者嵌入式分析，并通过元数据
引擎支持第三方应用程序。分析应用程序包括移动跟踪、自
动 PTZ 跟踪、人数统计以及很多其他可优化监控视频录制
和使用情况的应用程序。

基于 Web 的管理员客户端
管理员拥有一个专门的基于 HTML5 的 Web 客户端，无需
安装和维护一个基于 Windows 的客户端。无论身处何地，
均可使用主流浏览器通过高度安全的 SSL 加密访问 Web 客
户端。

集中式云管理
通过使用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可集中管理
Symphony，这可显著降低多站点部署中常见的管理成本。
软件更新、配置以及运行状况监控均可进行集中管理从而确
保实现强大且最新的视频部署，同时又可限制停机时间和运
行成本。

高安全性
Symphony 在所有通信中采用 SSL 加密以确保安全部署。
定期主动执行渗透测试以识别并解决 Symphony 中潜在的
安全漏洞。

服务器和存储故障转移
Aimetis Symphony 可有效提供内置故障转移功能，而无需
昂贵的 Microsoft 集群和额外服务器。可用性高的 VMS 价
格从未如此实惠，也从未如此容易操作。

Aimetis Symphony Mobile™
通过 Aimetis Symphony Mobile，在关键时刻保持连接，不
错过任何一个重要瞬间。
无论身处何地，均可通过您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实现与
Aimetis Symphony 和 E4000/E7000 Physical Appliance 的
无缝连接。查看和回放视频、控制平移-倾斜-缩放 (PTZ) 摄像
头、管理 I/O 设备、接收警报推送通知及其它。

支持 Android 和 iOS 设备
以 h.264 视频格式查看实况视频和回放
视频无需转码
支持视频分析
PTZ 控制
警报管理
连接到多个服务器

Office Ext

业内最简单的许可证模式

一个摄像头. 一个许可证. 无隐性成本. 这就是全部.
标准

专业版

企业版

• 每台服务器摄像头不限数量

标准版功能 +：

专业版功能 +：

• 支持边缘存储

• 支持多服务器

• 服务器故障转移

• 自动响应警报

•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集成

• 存储故障转移

• 与第三方系统的集成（例如门禁集成）

• 电视墙

• 支持多码流
• 移动或警报录制

• GIS 地图制作

• 集成式站点地图

• 负载平衡

• 支持移动设备 (iOS/Android)
• 支持视频分析

任何软件许可均能够兼容智能分析功能
无论订购何种 Aimetis Symphony 7许可证，均可获得三种智
能视频分析引擎。
移动检测

摄像头干扰

信号丢失

Aimetis 视频分析
通过实现无缝集成到 Aimetis Symphony 7 中的视频分析，
使 IP 视频不仅仅是一款被动的监控工具。每种分析专为物理
安全和商业智能应用而设计，可在许多垂直市场提供价值。
具备实时警报、智能视频搜索和报告功能，Aimetis 视频视
频分析提供了改变组织捕获和使用网络视频方式的工具。

车牌识别

室外人员和车辆跟踪

室内人员跟踪

PTZ 自动跟踪

遗留和移走物品检测

人群检测

面部识别

Aimetis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s™
通过我们的 Aimetis 物理安全设备套件，设置业内最好的
视频管理系统从未如此便捷。该设备套件将专用小型硬件
与 Aimetis Symphony 相结合，创建出一个高性能的智能
视频监控平台。Aimetis 物理安全设备是小型零售商、加油
站以及严苛环境的理想之选，安装极为灵活，可为网络视
频管理提供一款简单易行的解决方案。
E4000

可安装多达 32 个摄像头

E7000

可安装多达 24 个摄像头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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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E4000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
主要优势
易于使用
Aimetis E4000 系列 PSA 将业内最好的视频管理软件、本地分
析支持和报告相结合，融入单个简单易用的设备中。

Aimetis E4000 系列物理安全设备
通过 Aimetis E4000 物理安全设备 (PSA) 确保精益和动态的
监控系统。E4000 PSA 是完整的监控视频管理系统，集专用
硬件与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理于一身。E4000 系列是
诸如小型零售商、加油站和严苛环境等空间受限环境的理
想解决方案。
高性能不必是复杂的。板载 Intel® Celeron® 处理器可提供无
与伦比的性能，发热量小并具有极低的冷却需求，从而提
升稳定性与使用寿命。
坚固的铝制外壳，配有散热片可为处理器散热，使系统
能够在不适合现有商用 PC 的环境中运行。为了实现灵活安
装，E4000 可采用壁挂式或机架式安装，从而确保在任何
场景中都可轻松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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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Symphony 软件内置
将屡获殊荣的 Aimetis Symphony VMS 直接内置到每个 E4000
PSA，从而确保在多达 32 摄像头的单个设备中实现软件和硬
件的无缝部署。将最好的功能集成到一个高性能设备中，无
需在多个产品和硬件供应商之间切换。

灵活部署
E4000 可提供极为灵活的部署选项。其低发热量、使用内部
存储或 NAS 的可扩展存储以及小型外形设计使 PSA 完美适用
于空间有限而需要小型硬件的安装情况。

附加组件产品
Aimetis PSA 不仅仅是一种独立的解决方案，它也打开了一扇
通往前所未有的生态系统的大门，彻底改变了安全管理的
方式。PSA 与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Thin Client™
和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的无缝集成使得对整个安全
系统的集中式管理唾手可得。

功能和规格
型号

E4000

E4010 E4020 E4040
64 GB mSATA

E4060

*

2TB
1TB
4TB
Symphony 标准版

6TB

操作系统
视频存储
VMS
2

基本许可证

4

8

16

2x GbE

以太网

4

USB
集成式 I/O

8/8

网络协议

DHCP、SMTP、SNMP

扩展存储

通过 NAS
是

ONVIF
工作温度

0 至 40˚C

尺寸 (mm)

268W x 174D x 44H

重量

3.1KG

输入电压

12VDC

24

主要功能
• 由 Aimetis Symphony 智能视频管理软件提供支持
• 小型无风扇外形设计，配有热插拔 3.5” 硬盘
• 支持安装多达 32 个摄像头
• 支持各类摄像头制造商
• 集成式 I/O
• 支持 PC 和嵌入式视频分析
• 查看方式包括 Windows 客户端、Web、iOS / Android
设备

• 板载

DHCP 和 SMTP 服务器，可轻松配置独立的摄像头

网络

• 灵活的安装选项，如壁挂式、DIN 导轨式、桌面式选项
• 通过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进行集中式设备管理

CE、FCC、RoHs

合规性

包括壁挂式、DIN 导轨式

安装套件

3 年硬件和软件保修

保修
* 客户提供

警报

IP 摄像头

传感器/继电器
Aimetis Symphony Web
客户端

Aimetis E4000
警报面板
移动客户端
Aimetis Symphony Windows
客户端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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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E7000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
主要优势
快速而简便的安装
E7000 旨在最大限度减少安装和设置时间，无需软件安装或激
活。板载 DHCP 和 SMTP 服务器，可轻松配置独立的摄像头网络。

易于使用
单个 GUI 整合行业最佳的视频录制、管理、分析和报告功能于一
身，用户无需在多个供应商产品之间切换。

灵活的存储选项
Aimetis E7000 系列物理安全设备 (PSA)
将专用硬件和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理与分析软件相结
合，创建出一个高性能智能视频监控平台，可安装多达 24 个
摄像头。稳健的无风扇设计和灵活的安装选项使得 E7000
系列成为诸如小型零售商、加油站和严苛环境等空间受限
环境的理想解决方案。
软件查看方式：
Windows 客户端、Web、iPhone / iPad 以及 Andro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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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将视频录制到几乎所有存储设备，包括内部、外部（通过
eSATA）、NAS、摄像头 SD 卡等等。支持本地摄像头录制，通过
允许将摄像头用作冗余存储设备提高视频系统的整体可扩展性
和可用性。

专用硬件平台
Aimetis E7000 系列旨在实现任何场景中的灵活部署。嵌入式
Intel® Celeron® 或 i7 处理器可提供无与伦比的性能，发热量小并
具有极低的冷却需求，从而提升稳定性与使用寿命。坚固的铝
制外壳，配有散热片可为处理器散热，使系统能够在不适合现
有商用 PC 的环境中运行。为了实现灵活安装，E7000 可采用壁
挂式或机架式安装。

功能和规格
型号

E7020A

CPU

E7040A

E7060A

Intel® Core™ i7-2655LE
2.2 GHz
4GB

RAM

Win 7，内置于 16GB 闪存驱动器中

操作系统
存储

2TB

4TB

6TB

标准版

6

14

22

企业版

2

2

2

Symphony 许可证：

以太网

2x GbE

主要功能
• 支持各类摄像头制造商
• 支持百万像素摄像头
• 超大内部存储容量
• 壁挂式或机架式安装选项
• 小型无风扇外形设计
• 无需软件安装或激活
• 随时进行视频分析

4

USB
集成式 I/O

8/8

监控输出

VGA

扩展存储

eSATA、NAS
是

ONVIF
网络协议

DHCP、SMTP、SNMP

工作温度

0 至 40˚C

尺寸 (mm)

277W x 190D x 67H

重量

4.3KG

输入电压

12VDC

合规性

CE、FCC、RoHs
壁挂式（包含）机架式（单独出售）

安装套件

2年

保修

警报

IP 摄像头

传感器/继电器
Aimetis Symphony Web
客户端

Aimetis E7000

移动客户端
Aimetis Symphony Windows
客户端

警报面板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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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主要优势
减少停机时间
实施 AEM 将显著减少管理员的监测网络停机时间。当摄像机或
服务器停机时，管理员能识别摄像机故障、存储问题和站点断
电，从而确保最高效率以及对财产与资产的持续保护。

提高防护的安全性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AEM) 为分布式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理软件 (VMS)、Aimetis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s™
(PSA) 或 Aimetis Thin Clients™ 提供了基于云的集中式管理。
所管理的服务器与 Enterprise Manager 的安全连接使您能够
通过直观而强大的基于 Web 的仪表板部署软件更新、管理
设置并监控状态和性能，所有这些都可从云端完成。

通过 AEM 探索网络安全的新台阶，快速轻松执行软件更新。具
备最新的软件，有助于保证网络控制点（如摄像机和服务器）
采用最新的更新提供保障。AEM 还允许管理员明确定义不能由
本地站点操作员进行变更的设置，从而可避免不一致的合规性
问题。

多位置管理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是提供集中式云管理的唯一平台。通
过单一管理员仪表板可管理世界各地的视频监控部署。这特别
适用于零售、运输、银行和物流行业的组织，可在任何给定时
间监督多个位置的安全性。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已改变了我们管理滑铁卢市安全性
的方式，并且显著降低了我们的运营成本和风险。
Kevin Lobsinger,
滑铁卢市企业安全和财产协调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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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AEM 执行集中式云管理能减少前期配置和后续管理时间，
可使员工人数保持在最低水平并降低任何视频监控系统的总体
拥有成本。摄像机和服务器的软件更新也能进行集中管理，从
而进一步简化管理任务，并减少手动更新数百台摄像机和网络
端点的艰巨任务。

功能和规格
主要功能
• 针对整个部署的统一可视性和控制
• 软件更新的远程管理
• 自动监控和警报
• 简单直观的用户界面
• 高度安全的 SSL 加密连接
支持的产品
Aimetis Symphony 6.14+
Aimetis 物理安全设备（运行 6.14+）
支持的许可证：标准版、专业版、企业版
Aimetis Thin Client（运行 1.2+）

策略配置

管理
使用基于浏览器的安全的仪表板通过 Web 进行管理
对所管理的产品进行集中式管理

站点管理

基于角色的管理
在本地或云端配置服务器备份
软件管理
已安装 Aimetis 软件的库存
本地产品的自动软件更新
策略管理
常规设置
用户
用户组权限
维护设置
监控
核心硬件
合规性监控
存储、RAM 和 CPU 使用率、断电监控

站点 2
站点 4
等...

部署模型
零接触管理

公共云 - Aimetis 提供并管理基础架构
私有云 - 客户提供并管理基础架构

运行状况监控
Web 仪表板

自动更新

本地

站点 3
站点 1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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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Thin Client™
主要优势
开放和灵活
Aimetis Thin Client 支持超过 30 多家网络视频制造商，因此
能轻松集成到现有的安全部署和新项目中。安装时间不超
过五分钟，可连接到 iPhone 和 Android 应用程序，从而对
摄像机和多屏幕布局进行远程控制。

数字标牌

Aimetis Thin Client
是否受到视频解码器与您现有摄像机不兼容的限制？当您希
望做的只是显示和回放监控录像，却需要支付昂贵的 VMS 客
户端费用？Aimetis Thin Client 是一款简单、开放且极具成本
效益的 PC 替代产品，该产品可轻松显示来自 30 多家网络视频
制造商的 1080p 视频。
该瘦客户端特别适用于显示 IP 监控视频和宣传录像的双重用
途。该设备易于安装且设计紧凑，特别适用于空间受限的环
境，如医院、银行和零售店。

利用该瘦客户端的小型化设计以及显示功能，可使用内置
HDMI 输出直接从 USB 闪存盘流播 1080p 高清晰度数字标
牌。该瘦客户端可轻松安装于监控器背部、电视机和墙壁
上，灵活的屏幕放置特别适用于流播店内数字广告或重要
公告。

简单的视频播放和导出
Aimetis Thin Client 可与 Aimetis Symphony VMS 完美配对，
方便进行监控录像回放和导出。当您因内部使用或相关机
构要求查看录像而需要以快速和低成本的方式来回放和导
出监控录像，但又不希望牺牲质量时，瘦客户端的该功能
将是您的理想选择。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该瘦客户端可以极低的成本，为您提供所需的性能。该设
备作为一款无风扇、PoE 供电产品，其能耗比 Windows PC
少 95%。安全和简化的 IT 管理可减少对最终用户的培训，
从而大幅降低短期和长期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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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规格
主要功能

硬件规格
操作系统

Linux

视频输出

1 x HDMI (1080p)
智能双试图分屏显示

支持视图

视频输出功能

9: 640x 360 @ 20 fps

1: 1920 x 1080 @ 30 fps

视频压缩

• 解码来自 30 多个网络视频制造商的 1080p 高清视频
• 当连接到 Aimetis Symphony 时，可实现直播、回放和

4: 960 x 540 @ 25 fps

12: 480 x 270 @ 10 fps

6: 640 x 450 @ 20 fps

16: 480 x 270 @ 10 fps

H.264、MPEG-4、Motion JPEG

USB 2.0 端口

2

以太网

1 x Gigabit

安全

密码保护

管理和运行状况监控

网络协议

TCP、UDP、IP、HTTP、RTSP、
ICMP、ARP、DHCP、DNS

工作温度

0 - 45ºC

存储温度

- 20 - 45ºC

尺寸 (mm)

175W x 120D x 35H

控制选项
鼠标控制
触摸屏
HDMI-CEC
Web
iPhone、iPad
Android

重量

600 g

功率

以太网 IEEE 802.3af 类别 3 供电，最大功率 8.5W

合规性

• 使用 USB 闪存盘流播数字标牌
• VESA、壁挂式或桌面式安装选项
• PoE 供电可减少能耗
• 使用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集成，进行集中固件

CE、FCC、RoHs

安装套件

壁挂式、VESA（单独出售）

随附配件

1 根 HDMI 电缆、安装指南
2年

保修
背面端口

IP 摄像头

远程控制

监视器
交换机

IP 摄像头

触摸显示器
（可选）

HDMI
USB

Aimetis
Thin Client

Symphony 服务器

鼠标

（可选）

移动客户端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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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Analytics™
优势
高精度
即使在最恶劣的环境中，Aimetis Analytics 仍能保持高水平的
精确度。即使是在雨、雪、阴影晃动和光线不足的情况下，
Aimetis Analytics 仍能提供您所需的性能，同时限制发生麻烦的
误报。

与 Aimetis Symphony 无缝集成
Aimetis Analytics 是专为获奖产品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
理系统而从头构建打造。通过与 Symphony 无缝集成，可实现
较低的软件和硬件成本，同时确保更高的操作效率。

商业智能
Aimetis Analytics
让您的网络视频监控系统发挥更大作用。Aimetis Analytics
特别适用于寻求更有效和更智能监控系统的企业。对于寻
求更佳自动化安全流程、希望以智能搜索加速监控录像回
放或寻找无数其他应用的组织，Aimetis Analytics 组件可随
时将被动监控录像转换成可发挥更广泛用途的工具。
Aimetis Analytics 具备实时警报、智能视频搜索和报告功能，
并提供各种工具，能帮助组织改变其利用网络视频的方式。
现在开始使用视频分析，即刻体验更安全高效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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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您视频监控网络的功能，发挥远不止被动查看和录像的
作用。通过交通热点图、人数统计、识别停留时间和利用车
牌识别能力，能简化您的业务运营。通过安全网络深入了解
您的企业、员工和客户，并将这种洞察转换成有助于组织改
进的信息。

降低总体拥有成本
事半功倍。通过实时警报和智能视频搜索，Aimetis Analytics 可
助您显著减少视频监控网络的总成本。通过减少监控、回放
和报告数据和录像的时间，您将能快速从视频分析中实现投
资回报。

使用 Aimetis Analytics 保护您的设施
Aimetis PTZ 自动跟踪
（自动 PTZ）

自动 PTZ 能自动控制 PTZ 摄像头，
使其能够放大并能跟随摄像头视
野内移动的人员和车辆。自动 PTZ
特别适用于室外周边监控，并能
更近距离观察人员和车辆，可用
于日后法证用途。

Aimetis 室内人员跟踪 (IPT)

在摄像机帧内范围检测和跟踪
人员流动。可设置当检测到有
人未经授权进入区域时发出警
报，并且可跟踪和记录停留时
间，用于检测不必要的闲逛。
也可在零售商店和公共场所中
创建热点图，从而确定客流量
最高和最受欢迎的区域。

Aimetis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ALPR)

自动识别和记录来自超过 100 个
国家的车辆牌照。为特定牌照
设定警报，以拒绝或批准车辆
进入。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AOOT)

无论环境如何，皆能以高精度
自动检测并跟踪您室外周边所
有移动的物体。设定警报绊
网、警报区域并清楚识别全部
人员和车辆，同时确保您的设
施在任何时候都受到主动监控
保护。

Aimetis 室外人员和
车辆跟踪 (OPVT)

检测和跟踪所有移动的物体，
并将其分类为人、车辆或未知
物体。记录移动轨迹，可确切
知道每个物体来自何处以及从
何处离开摄像机视角。

Aimetis 面部识别

此强大的视频分析功能特别适
用于需要更高保护级别以进行
访问控制的设施。当与 Aimetis
Symphony 搭配使用时，面部识
别视频分析具备实时警报和直
观搜索功能，可进一步增强视
频监控系统功能。

Aimetis 遗留和移走
物品检测 (LRID)

监控环境中的变化，以检测物品
何时被添加到场景中或从场景中
移走。设定警报，当物品从区域
被移走或物品被独自留在区域达
到指定时间时，通知安全人员。
这是机场、火车站和其他公共场
所的理想解决方案。

Aimetis 人群检测

可实时评估室内和室外部署的
占用情况，是监控公共场所、
活动场所和限制容纳人数环境
的理想之选。人群检测还提供
众多的商业智能应用。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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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主要优势
精确的大面积视频监控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是高效准确地监控大面积和
长周界的完美视频监控解决方案。

节省时间和减少误报
通过 AOOT 简单的 3D 建模配置和物体分类，能轻松建立警
报规则并明显减少误报，从而节省时间和金钱。

简单的报告和搜索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复杂的配置和低准确度的视频分析已经过时。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AOOT) 可在您的财产周边提供保护
屏障，确保以 Axis 摄像机和解码器对人员和车辆进行可靠
稳定的跟踪而无需复杂的集成或牺牲跟踪准确度。减少误
报，改善安全协议，并能有效对大面积区域进行监控，同
时保持低 CPU 使用率并减少硬件成本。

利用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理软件 (VMS)，发掘 AOOT
的更多功能。通过将分析元数据直接流式传输到 Symphony，
AOOT 允许动态报告和视频搜索，使安全人员可在数分钟内回
放长达 12 小时的录像。

我将向所有期望保护其室外贵重设施（如设备租赁场地、金属废料场、室外仓库或汽车经销网点）的客户
推荐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 Ed Bodbyl,
Sonitrol Security Systems 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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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规格
主要功能
• 分析分辨率
• 灵敏度阈值
• 跟踪和警报面罩
• 物体分类
• 场景校准
支持的产品
Axis ARTPEC-4 / 5 摄像头和视频编码器，支持 AXIS 摄像头应
用平台*
与 Aimetis Symphony 6.14.2 或更高版本兼容
用途
需要可靠的物体跟踪、分类和警报的室外应用
需要减少对 VMS CPU 的使用，同时保留搜索、报告或自定
义规则功能的室外应用
需要覆盖较大范围区域或较长周界的室外应用

规则配置

需要与第三方软件或 VMS 集成的室外应用
管理
通过 Web 浏览器或直接通过 VMS 配置应用程序
配置导出和导入
支持的语言：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葡萄牙语、中
文、瑞典语
系统集成
与摄像头事件管理系统集成，能够将事件流传输到 VMS 中，
并支持各种摄像头操作，如 I/O 控制、通知、边缘存储等。

分析配置

元数据流

通过 Axis 事件流传输 API

Aimetis Outdoor
Object Tracker
物体跟踪

警报事件

VMS

通过 TCP、直接 I/O 或 Axis 事件流传输 API

物体分类
警报处理

视频流

Axis
摄像头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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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主要优势
加强停车执法和停车收费
作为停车执法的关键工具，可跟踪并记录牌照号以进行车辆
访问自动控制。也可存储牌照号和图像用于之后的停车收费，
而无需全天候的停车管理员。

提高财产和边境安全
ALPR 为您的财产安全提供全新层次的保护。自动检测牌照并
编制索引，将其与白名单或黑名单进行比对，可针对问题车
辆提供即时的一线防范。将 ALPR 与访问控制应用程序以及已
归档黑名单搭配使用也可为越境和安检点提供理想解决方案。

Aimetis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通过 Aimetis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ALPR) 系
统，物业经理、政府、零售商和执法部门可以非常准确地自
动跟踪、记录并报告车辆牌照。ALPR
兼具适用于模拟和
IP 摄像头的功能，可以无缝集成到几乎所有视频监控网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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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数据的力量并提高客户服务水平
利用客户牌照信息将您的客户服务及业务推向新的水准。在
客户到来时对客户进行识别，并就相关必要信息向客户服务
团队发出提醒以提供卓越的服务，如客户姓名、预约原因以
及预约历史记录，所有这些均在与客户进行交谈之前完成。
这是汽车经销商和汽车维修商家的理想之选。

功能和规格
主要功能
• 支持全球超过 100 个国家和地区的牌照识别
• 包含不计其数的警报场景，如白名单和黑名单
• 简便的浏览器和搜索功能允许直接执行趋势分析
• 对移动和静止的交通进行跨多车道牌照检测
• 外部 I/O 设备接口
• 兼容模拟和 IP 摄像头，安装灵活
应用
停车场收费或辅助访客管理
交通管制
越境
用于记录使用模式的营销工具

搜索牌照日志

系统要求
CPU：英特尔双核
RAM：2GB
硬盘空间：250MB
操作系统：Windows XP 或更高
Aimetis Symphony 企业版
用于硬件密钥的 PCI 插槽

LPR IP 摄像头

警报

传感器/继电器

网络

Symphony 服务器
Symphony 客户端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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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People Counter™
主要优势
改善损失预防和安全
通过 Aimetis People Counter 的摄像机报告，可轻松对出入
人员人数进行实时跟踪。这非常适用于了解场所关门后访
客是否仍滞留在场所内，有助于减少损失并保证夜班员工的
安全。用户定义的计数线和智能计数可保证高度准确性。

零售商业智能
通过 Aimetis People Counter 的动态报告功能监控进出报
告，可轻松识别访客人数和趋势。优化员工人数并确保优
质客户服务，同时可通过了解店铺客流量较高的关键日与
关键时间保证低人员成本。

Aimetis People Counter
不再需要借助不准确、复杂且昂贵的第三方解决方案对出
入某些商店或场所（准确的访客人数对于这些场所而言极
其重要）的人数进行跟踪。
Aimetis People Counter 是用于在出入口进行精准室内人数
统计的理想解决方案。通过轻松导出的报告，即可识别流
量趋势并做出相关决策以改善安全、防护以及损失预防。
Aimetis People Counter 是零售环境、学校、银行、娱乐场
所、监狱以及机场的理想之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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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内人数统计功能也非常有用，它可通过将准确的人数统
计与当日交易率进行比较，从而提供相关信息以了解促销
或活动是否有利于带动销量。Aimetis People Counter 使商
业智能的前景愈加明朗。

小型硬件，高准确性
Aimetis People Counter 视频分析和报告直接在摄像机而非
中央服务器上执行，大幅提升了视频分析的可扩展性。这
创造出一款小型硬件，只需极少的 IT 基础设施，并可降低
成本，同时又能够保持高度准确的人数统计。

功能和规格
主要功能
• 边缘分析，无需额外硬件投资
• 高度准确，双向人数统计
• 通过基于 Web 的界面，轻松读取和导出人数统计详细报告
• 报告可直接导出至 Microsoft Excel，方便查看
• 可针对零售环境生成人事报告
• 安装和配置简单易行，通过极少的培训即可使非技术人员
能够轻松进行监控并获取报告
授权
一个摄像头一个许可证
许可证包括：
视频分析（双向人数统计）

实况视图

摄像头报告
与 Aimetis Symphony™ 标准版、专业版和企业版无缝集成
规格
支持的摄像头：支持 ARTPEC-3、ARTPEC-4 和 ARTPEC-5
CPU 的 AXIS 摄像头应用平台*
建议的摄像头角度：头顶正上方
建议的摄像头高度：3 - 5 米（12 - 20 英尺）
Web 界面：Internet Explorer 8 或更高版本
部件号：AIM-AX-PC
* 请访问 www.axis.com 了解详情

报表

解决方案组合

21

Aimetis Maintenance & Support™

主要优势
优先支持
通过具有丰富经验的全球支持人员和开发人员团队，您可获
得大量的专业知识。我们将竭尽全力为您解决问题。优先支
持包括：

Aimetis 维护和支持
是一项完备的服务，可确保您从软件投资中获得最大的
收益。

客户如何评价我们的维护和支持？

• 优先电话、电子邮件和 Web 支持
• 远程桌面协助
• 优先缺陷审查

软件维护
获取已发布的软件更新，无需支付额外费用。软件更新包括
（但不仅限于）：

• 新功能和改进
• 解决产品缺陷的短周期发布版本
Aimetis 维护和支持已验证了其巨大的价值。拥有像 Aimetis 员
工这样专业的技术支持人员极为重要。
- Lawton Mauai,
Marriott Ko Olina Beach Club 海滩俱乐部
专业的、博学的支持服务。让我印象深刻。
- Matthias Toepp,
Toepp Electric 公司
Aimetis 的技术支持向来十分出色。技术支持代表似乎总是在一
开始就知道问题所在，抑或自始至终进行跟进直到问题解决。
- Craig Thomson,
Telsco Security Systems 公司

运行状况监控
通过 Aimetis 运行状况监控，您可在我们的合作伙伴门户 (Xnet)
中查看服务器和摄像头的状态。将定期运行状况信息记录在
Xnet 上。运行状况监控可为您提供以下跟踪信息：

• 存储使用情况
• 连接设备的运行状况
• 常规服务器信息（版本等）

云备份
此功能使您能够在云系统上远程备份服务器配置。通过服务器
设置时间间隔后，即可自动完成这些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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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对比
期限
支持案例

不享受维护和支持服务的服务器

享受维护和支持服务的服务器

新许可证开始后的 90 天

1-5 年

每年每个场 3 个案例

不限

自助服务支持

•

•

沟通方式选项

电子邮件和 Web 支持
•

电话、电子邮件和 Web 支持

免费版本升级（期内）

•

优先缺陷修复

•

在服务器之间转移许可证

•

远程协助

•

云备份

•

运行状况监控

•

初始响应时间

高优先级：下一个工作日
中优先级：2 个工作日
低优先级：3 个工作日

高优先级：工作时间 4 个小时
中优先级：工作时间 8 个小时
低优先级：下一个工作日

后续响应时间

高优先级：2 个工作日
中优先级：3 个工作日
低优先级：4 个工作日

高优先级：工作时间 8 个小时
中优先级：2 个工作日
低优先级：3 个工作日

Aimetis 专业服务
正在寻求一个可满足您独特安全软件需求的解决方案？Aimetis 专业服务提供一系列咨询、自定义开发以及扩展支持选项，定能满足您的
要求。

咨询

扩展支持

自定义开发

无论您需要一点小小的建议抑或是完整
的系统设计，Aimetis 均可随时为您提供
帮助。我们的专业顾问团队参与了几乎
每个行业中各种规模系统的设计、实施
和支持。

• 规模和架构设计
• 冗余和灾难恢复计划
• 高级系统配置

Aimetis 产品可提供一个广泛而深入的平
台，帮助构建完整的视频解决方案。尽管
我们的产品套件可满足绝大多数市场需
求，但我们的专业服务团队还可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扩展并强化您的解决方案，为您
量身定制，从而满足甚至最严格的要求。

• 新功能开发
• 自定义布局设计和重塑
• 第三方系统集成

优先支持

软件维护

运行状况监控

Aimetis 维护和支持计划设有一个安全网
络，可在工作时间为重要安装提供可靠
的支持。对于任务关键系统，可能需要
超出标准支持的服务。Aimetis 专业服务
可为某些特殊情况提供扩展支持。

• 现场支持
• 生命周期终止的产品支持
• 系统运行状况检查

云备份

解决方案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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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

教育

交通

为全球众多行业
提供网络视频管
理解决方案
零售

娱乐与休闲

行业

政府

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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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metis Corporation
500 Weber Street North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N2L 4E9
1-519-746-8888
info@aimetis.com
解决方案组合

加拿大安视上海代表处
上海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A 楼
（新华中心）５层Ｃ单元，200230
电话： 86-21- 60850558
传真： 86-21- 60850559

aimet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