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imetis Symphony™ 7

擴充性最高且隨附原生影像分析功能的影像
管理軟體
Aimetis Symphony 7 是智能影像管理軟體 (VMS) 最新的標竿產品。
Symphony 的擴充性很高且易於安裝及使用，是單一伺服器安裝及任
務關鍵性多重伺服器部署的絕佳解決方案。

Symphony 可透過易用、安全且位於雲端的管理用戶端來集中管理，
再加上領先業界的原生分析功能，可說是自成一格的頂級產品。

aimetis.com

• 市面上擴充性最高的 VMS

• 原生分析功能
• 高度安全
• 集中式雲端管理
• 最低的總擁有成本

Symphony 為客戶創造傲人成效

Aimetis Symphony 正是我們到處尋覓的智能影像監視解決方
案，它能滿足我們對分析功能的可靠性及正確性的需求，即使
颳風、下雨或下雪也不受影響。此系統現已成為我們監視解決
方案的主幹。

Aimetis Symphony 是機場安全和作業的關鍵元件，可確保
作業流程順暢且有助於犯罪防止和破案，並可在特殊狀況
時為急難處理人員提供所需的資訊。

- Michael Zaddach，- IT 安全與專案共同經理
福斯汽車有限公司，德國茨維考

資訊長
德國慕尼黑機場



開放的生態系統
Acercial 現成的硬體。可支援數千個網路攝影機與編碼器
以及業界標準，如 Onvif Profile S 和 Profile G 等。能與多
種現成的 PSIM、侵入和存取控制產品整合，藉由提供無
縫的事件檢視而改善作業人員的效率。REST API 能確保您
不會被鎖入專屬的解決方案。

最低廉的總擁有成本
Symphony 可藉由整合伺服器、減少 Microsoft 授權和改
善使用者效率，而提供最低的總擁有成本。

Symphony 獨有的多伺服器架構能免除管理伺服器的需
求，因為錄製伺服器即可扛起管理重責。伺服器容錯移
轉功能已內建於軟體，無須使用 Windows 叢集，因此可
大幅減少 Microsoft 授權與配置的複雜度。原生影像分析
功能可免除專用的分析伺服器並改善作業人員的效率，
進一步減少伺服器的使用量。

使用簡易
使用管理專用的簡化之 HTML5 架構的 Web 用戶端。此種
用戶端讓管理員可以透過便利的 Web 瀏覽器來配置整個
系統，無須安裝和維護 Windows 用戶端。

Windows 架構的作業人員用戶端則專門用來監控影像和警
示。井然有序、以影像為中心的設計能讓作業人員專注
於影像監控。

作業人員用戶端

Aimetis Symphony™ 7

主要優點

攝影機導覽
攝影機清單可為使用者提
供攝影機導覽以及攝影機
狀態，包括錄製狀態以及
動作和警示事件。

影像面板
每一面板均可用於即時影像
或影像播放，無須另外開啟
播放分頁。

中繼資料
分析功能的操作部件會重疊置
放於影像之上，為使用者提供
有興趣之區域的視覺回饋。 

內容關聯式工具列
工具列重疊置放於影像之
上，能為作業人員提供與
目前工作相關的按鈕而減
少雜亂。

Web 架構的管理用戶端

攝影機範本
可透過建立範本並將範本套
用至攝影機，集中定義並管
理攝影機的配置。

存取裝置
Symphony 提供各種現成的
電子存取控制整合功能。 

攝影機設定精靈
增添攝影機的作業因有自動
探測精靈而更為簡化，使用
者透過三個簡易步驟即可增
添、命名及配置攝影機。

附加元件
可依個別攝影機增添影像分
析功能。 



高度擴充性
Aimetis Symphony 的影像錄製與串流技術均經過高度優
化，可減少現場所需的硬體。

管理員現在還可運用專門的 HTML5 Web 用戶端，不必再
安裝及維護 Windows 架構的管理用戶端。只要使用任何
一種主要的網頁瀏覽器，即可透過高安全性的 SSL 加密技
術從全世界任何地點存取該 Web 用戶端。

 

Symphony 可透過 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而集中管
理，大幅降低在多個地點進行部署的管理作業負擔。軟
體更新、設定和健康狀態監控等均可集中管理，確保影
像部署健全且維持最新狀態，同時有效地減少停機時間
與作業成本。

原生分析功能
Symphony 在開發之初即支援影像分析功能。Aimetis 伺
服器架構或內嵌的分析功能均受到無縫支援，另外也
透過中繼資料引擎來支援協力廠商應用程式。分析應
用程式包含動作分析、自動 PTZ 追蹤、人員計數，以
及其他種種能優化監視影像錄製及使用的應用功能。

高安全性
Symphony 針對所有通訊運用 SSL 加密技術，確保部署
安全無虞，且會積極執行一般的入侵測試，以找出 
Symphony 中可能的安全漏洞並加以排除。

伺服器與儲存容錯移轉 
Aimetis Symphony 能有效提供內建的容錯移轉功能，
不需使用昂貴的 Microsoft 叢集技術及增添額外的伺服
器。另有可用性極高的 VMS，現在不但價格更為實惠，
也更容易設定安裝。

Aimetis Symphony Mobile™

主要功能

Aimetis Symphony™ 7

集中式雲端管理

Web 架構的管理用戶端

有了 Aimetis Symphony Mobile，就能隨時保持連線，絕不錯失
重要時刻。

可透過智慧型手機或平板電腦，從世界各地無縫連線到 Aimetis 
Symphony 和 E4000/E7000 Physical Appliance。可檢視並播放
影像、控制全景監視 (PTZ) 攝影機、管理 I/O 裝置、接收警示
推送通知及執行其他種種作業。

支援 Android 和 iOS 裝置

不需轉碼，即可即時播放與檢視 h.264 影像 

影像分析支援

PTZ 控制

警示管理

與多部伺服器連線

辦公室外



標準版
• 每部伺服器可支援的攝影機數量不受限制

• 邊緣儲存設備支援

• 自動化警示回應

• 多重串流攝影機支援

• 動作或警示持續錄製

• 整合式現場地圖

• 行動裝置支援 (iOS/Android)

• 影像分析支援

專業版
除標準版功能外另含：

企業版
除專業版功能外另含：

業界最簡單的授權模式
一部攝影機、一個授權。沒有隱含成本。就是這麼簡單。

• 伺服器容錯移轉

• 儲存容錯移轉

• 電視牆

• GIS 製圖

• 負載平衡

• 多重伺服器支援

• Microsoft Active Directory 整合

• 可整合至協力廠商系統 
 (如電子存取控制整合)

Aimetis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
有了我們的 Aimetis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 套件，設定
業界最佳的影像管理系統變得再容易不過。此裝置套件將 
Aimetis Symphony 與內建專用用途的小尺寸硬體結合，創
造出高效能的智能影像監視平台。Aimetis Physical Security 
Appliance 可進行彈性的安裝，非常適合坪數不大的零售
商、加油站和條件嚴苛的環境，是一款簡單的網路影像
管理解決方案。

E4000
最多可安裝 32 部攝影機

E7000
最多可安裝 24 部攝影機

Aimetis 原生分析功能
在 Aimetis Symphony 7 中無縫地整合了影像分析功能，使 
IP 影像不再只是被動監控工具。每一種分析功能均特別針
對實體安全和商務智能應用而設計，能為許多垂直市場
提供價值。

Aimetis 原生影像分析功能具備即時警示、智慧型影像
搜尋與報告功能，能提供各種工具，改變組織擷取及
使用網路影像的方式。

任何授權均可免費享有分析功能
只要購買 Aimetis Symphony 7，不分授權等級，均包含三種
智能影像分析引擎。 

Aimetis Corp
500 Weber Street North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電話：+1 519 746 8888
傳真：+1 519 746 6444
www.aimetis.com

自動車牌辨識

PTZ 自動追蹤

留置與移除物品偵測

動作偵測 訊號中斷 監視攝影機
遭竄改

室內人員追蹤

室外人員與車輛追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