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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慕尼黑机场CIO Michael Zadd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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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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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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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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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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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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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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络录像机

E-Series

成功部署视频监控系统的信心源自 E 系列和 R 系列网络录像机 (NVR) 业经验证的
硬件配置。该系列所有录像机均预加载了必要的软件，包括 Aimetis Symphony™
视频管理许可证。 每款录像机均享有 3 年的 Aimetis 维护和支持服务。专业型号*
预加载了 Aimetis Core Analytics，提供本地视频分析功能，如移动跟踪、自动
PTZ 跟踪以及人数统计，旨在实现与 Symphony 的无缝对接。
Aimetis 交钥匙解决方案能够独立运行或作为整个 Aimetis 安全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运行；Aimetis 安全生态系统包括：Aimetis Thin Client、Aimetis Enterprise
Manager™ 以及专业的 Aimetis Analytics，如 Aimetis 面部识别、Aimetis
Automatic License Plate Recognition 等。

R-Se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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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
500 Weber Street North
Waterloo, Ontario, Canada
电话： +1 519 746 8888
传真： +1 519 746 6444

www.aimeti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