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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并智能地使用视频数据是改变行为、防止不必
要的事件、甚至优化当前和未来业务运作的有力途径 

让世界可视化

从软件 ... 到系统 ... 再到解决方案

回首 1998 年时，视频管理软件还只是将
视频从摄像机刻录到硬盘上。而如今，它
已经是一种高效的视频管理解决方案，可
用于改善客户服务、增加安全性、管理流
量、发现商机、归档记录等等。
在客户需求和机遇不断增加的二十多年
里，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探索了视
频技术的力量。

我们欢迎并支持在不断发展的行业的各个
角落进行创新的开放式平台，引发了从单
个软件到系统，再到集成的解决方案的视
频管理软件的不断演化。

通过向社群开放，我们软件平台的使用方
式超出了我们设想的各种方式。

500,000
安装

技术合作伙伴

3,500

10,000
经销商和集成商

450
软件集成

支持的摄像机
8,500

23
个全球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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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造了一个能够真正整合来
自不同来源的信息和数据的平台 
Smart Pompei，以便能够更好地管
理园区，保证人们和有历史价值的
建筑安全无虞。”  

Alberto Bruni
意大利庞贝文化资产 
与活动部官员

此解决方案旨在 
实现员工的最有
效管理，使他们
能够将工作做到
最好。”

Paul Metcalf
澳大利亚 Guide Dogs 
Victoria 导盲犬部经理

现在，无论是在现场还是通过智
能手机，视频已经成为了管理工
作的延伸手段。”

Sean McKannay 
首席信息官兼数字营销总监
美国 Dick Hannah Dealerships

没有比摄像机更好的数据收集器了。 
并且如果能够将所有数据关联在一
起，您将真正拥有一个高效有用的
系统。”

Alex Lee
加拿大卡尔加里市 
技术运营部安全顾问

Smart Pompeii

维多利亚导盲犬

Dick Hannah Dealerships卡尔加里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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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您可以自由选择您的硬件、基础设施和预
算。简而言之，我们确保您得到最适合您的解决方案 - 为您量身打造。

为您量身定制的
视频技术 

温度控制

车牌识别

基于话席的照明 

穿戴式摄像机

火灾探测 

航空摄像机

生物识别系统 
与虹膜扫描

客户流

防盗

危险目标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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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永无止境 

关键是将最有效的技术与最重要的操作相匹配。我们会
不断观察、倾听和学习，以便为您提供适合您需求的解决
方案，通常会充分利用您以前的解决方案。

这包括始终让您能够利用您自己的硬件和不同的集成。
而且，在我们真正的开放式平台上，您未来有更多的自由
选择权。

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欣然接受不同的意见

我们总是从解决方案所有者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的解决方
案。即我们对合作、集成和联合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愿
意利用和和促进合作伙伴的创新。

这将使您的解决方案的功能超出产品的自然范围。

AI 革命： 
从收集到学习

物联网 (IoT) 和人工智能 (AI) 的兴起使挖掘视频管理软
件的潜能变得更为重要了。

伟大的征程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再只是简单地收集数据；
我们一起从中学习。仅面部识别技术就为从执法到安全
部门，到方便使用的门禁的各行各业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 
任何组织均不容错过的机会。

我们已经看到了许多基于我们的平台的独特和令人兴奋
的解决方案。

Copenhagen Letter 和 
Copenhagen Clause

凭借我们的平台带来的所有选
择，我们致力于选择一条既可
持续又负责任的道路。这也是
我们成为 Copenhagen Letter 
(copenhagenletter.org) 这一技术声
明的共同发起者的原因所在，以促进
有关科技的力量及其如何提升生活质
量的开诚布公的公开对话。但我们的
目标不止于此。

Copenhagen Letter 激励我们在我
们的许可和合作伙伴协议中引入了 
Copenhagen Clause。在其中，我们鼓
励我们的合作伙伴和客户参与并尊重
有关负责任地使用技术的重要讨论。
我们以此让自己负责，将语言化为实
际行动。

copenhagenlet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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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ROTECT ® 简介

编码器

服务器和存储

网络

视频分析 访问控制

摄像机 人数统计 传感器

XProtect 的开放式平台架构助力了摄像机制造商、应用程序提供商和软件开发商共同致力于 
XProtect 的集成与扩展的不断发展壮大的社群的形成。在 XProtect 上构建视频安装使您有机会充分
利用此社群及其数以千计的集成的解决方案，从而为您的解决方案增加额外的价值和功能。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将视频监控装置的所有组件
完美组合在一起，以打造现在和将来都能保证人身
和财产安全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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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XPROTECT 
是正确的选择 
我们在 1998 年开发 Milestone XProtect 时，视频监控行
业与今天大不相同。闭路电视 (CCTV) 和模拟设备主宰着市
场，黑白镜头是大多数视频监控操作的标准。

快速发展到今天，视频监控能做的更多了。从水晶般的高清
镜头到穿戴式摄像机，以及先进的视频分析、面部识别、访
问控制和物联网设备，无所不能。构建您的视频解决方案需
要有坚实的基础 – 它需要使用 XProtect。

安全可靠的选择

当您投资视频监控解决方案时，您进行的不仅仅是硬件和软件
的投资。您投资的是家庭、企业、人员和资产的安全，因此您可
以保护最重要的东西。
 
选择 XProtect 作为您的投资基础意味着选择了致力于解决您的
棘手问题的创新监控专家开发的解决方案。20 多年的市场地位
证明 XProtect 是来自全球花店、大学、体育场馆和城市等不同
应用场合超过 500,000 个客户的正确选择。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我们知道在视频监控方面，没有万能的解决方案，每项操作都
不尽相同。这正是我们在设计 XProtect 时采用开放式平台的原
因所在。

利用我们的开放式平台架构，您可以在 XProtect 的坚实基础之
上构建与您的操作相符的独特解决方案。

全天候高枕无忧

机场、赌场、监狱和其他 24 小时运营的场所有赖于每天全天候的
持续可靠监控。对于您（以及我们！）来说，这都是巨大的责任。

我们十分重视这份责任。这正是 XProtect 由知晓需要什么来提
供强大、高性能、可靠的解决方案的视频监控专家构建的原因
所在。

为现在和未来构建的软件

视频监控有各种情况和规模，从几台本地摄像机到遍布全球的
数千台摄像机，不一而足。无论其初始设置如何，我们知道在某
些时候您都需要对其进行调整或扩展。这就是 XProtect 具有可
扩展性的原因。

易于使用的先进解决方案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现实的应用。有时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在
事情发生的过程中，您需要完整的画面来立即作出反应。这正是 
XProtect 在设计时既顾及简单化又考虑到复杂性的原因，以使
操作员能够立即完全掌控所有状况。无论您是日常用户还是偶
尔的查看者，XProtect 的设计都使人简单易学和便于使用，丝
毫不影响其高级功能的发挥。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XProtect 标准配置了一系列安全机制，可保护您的解决方案及
其数据免受内部和外部威胁。

+8,500  
种支持的摄像机

+500,000 全球安装量 每年三次产品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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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合各行各业的
组合解决方案
XProtect® 有 5 种不同版本，每种都是为满足不同的
细分市场和需求而设计的。

免费

支持多达 8 台摄像机， 
是小型企业的理想选择。

支持多达 48 台摄像
机，专为具有基本安
全需求的小型单站点
安装而设计。

支持无限制数量的摄像机
和服务器。针对需要快速
识别和响应事件的多站点
公司进行了优化。

支持无限制数量的摄像
机和服务器，专为需要
端到端保护视频完整性
的大规模安装而设计。

支持无限制数量的摄像机
和服务器，专为要求对任何
事件有最高的情况感知和
不间断地访问实时和录制
的视频的高安全性和任务
关键型安装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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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的事情
了如指掌
不管在家、在单位还是在路上，您都可以通过三种灵
活的方式来控制对 XProtect 的访问。

XProtect Smart ClientXProtect Web ClientXProtect Mobile

�功能强大且基于任务的界面可高效管理日
常操作

使用交互式地图获得无与伦比的情况感知
 
从 Smart Client 直接管理集成的应用程序 
（例如访问控制与牌照识别）�。

�适用于所有常用浏览器和操作系统的
直观的、基于 Web 的界面
 
非常适合临时用户和协调非工作时间
事件响应。

�查看和从您的手机直接导出实时
和录制的视频
 
从您的手机将实时视频直接发送
至�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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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选择

Milestone Husky™ NVR（网络录像机）非常适合需要
相同软件和硬件供应商的项目。

对于那些在寻找更多种类的硬件且仍然预装了 
Milestone XProtect 的用户，仍然可以使用系统构建器
合作伙伴解决方案。

硬件产品组合的深度

Milestone 视频管理软件的许多不同用途需要有各种各样的硬件。 
为确保您能够找到恰好适合您的解决方案的服务器设置， 
Milestone Husky 并非专为 Milestone XProtect 设计的唯一服务
器选项。

系统构建器计划保证了广泛的各种大小的服务器产品与�XProtect 
预装并经过 Milestone Systems 验证。 

合适硬件 
为您的 XProtect® 
视频管理解决方案提供支持。

如果有正确的组件，那么从视频安装设备开始就比较容易了。将 XProtect 软件与 
Milestone 品牌或经过我们验证的合作伙伴之一提供的合适硬件相匹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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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放全部潜能

Milestone Husky 
X 系列，专为运行 
XProtect 而构建。

专为运行 XProtect  
而设计

性能卓越，总体拥有成本 
(TCO) 低。

灵活性

可根据成本选择各种使用
方式，适合各种功能和操
作需求。

可定制

可满足特定的监控需求 
和预算。

可扩展

通过添加更多的存储或不
同的 XProtectVMS 变体
以增加您的�HuskyX�系列
功能来支持您的安装。

系统构建器计划

已验证的合作伙伴硬
件解决方案与预装
Milestone Protect 软件。

高枕无忧 

所有系统构建器计划产品
均预安 XProtect，并经过 
Milestone Systems 验证以
确认 Milestone XProtect 
运作。

附加产品

通过 Milestone 的技术合作
伙伴可获得许多软件附加产
品选择。

用户体验

更多种预装 XProtect 的测试
和验证硬件，有助于最佳的用
户体验。

便利升级

可轻松升级到不同的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变体
或产品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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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rotect®

开放创新

要想成功，就应该始终着眼于未来。
技术发展如此之快，我们都需要具备灵活性、稳健性和敏捷性。这就是为什么自由选择是我
们开放式视频管理平台的核心的原因，因其可以确保您通过高效的技术来满足您的需求。

开放式平台启用视频

该平台使得将视频功能添加
到安全和业务解决方案变得
非常轻松。对于使用何种视
频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培训、
客户服务和配送物流。简而言
之，通过我们的开放式平台社
群，我们可以根据您现有的解
决方案为您量身定制新的视
频解决方案。

开放式意味着无限的融合
可能性 

通过我们的应用程序编程接
口 (API)，Milestone 集成平台
软件开发工具包 (MIPSDK) 使
不断的集成成为可能，可以将
任何业务应用程序与系统融
合到我们的视频管理解决方
案中。

开放式意味着可以满足未
来需求 

它使您能够充分利用整个行业
的创新，现在和将来提升您的
解决方案的价值。 

开放式意味着自由选择

它为您提供了应对变化的途
径：即视频管理软件的功能现
在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的安
全领域，进入到业务领域的
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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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环境正在推
动创新
自由利用社群创新来应对市场需求
使您能够不断更新和改进您的解决方案。

使用分层算法，人工神经网络现在能够以类似于人脑
的方式识别和解释复杂的模式。

将这些算法融入到现有技术中，提高了他们的智能，
扩大了产品选项，并在日益多样化的下列市场中提高
了投资回报率：安全、交通、应急响应、流量优化、环
境乃至野生动物保护。

应急响应

流量优化

运输

安全创新

野生动物

环境保护

查找您的下一个应用程序、硬件或服务：
milestonesys.com/start-exploring

探索开放式平台创新
探索 • 建立联系 • 部署 

了解您的解决方案如何受益于最新技术创新，并在正
确的时间与正确的人和文档建立起联系。

Milestone Marketplace 可为建立联系和建立合作
关系提供直观的结构形式，并为您提供一系列依托其
构建且经过认证的智能解决方案。

传感器和 RFID

GIS 和 GPS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

视频分析

存储、服务器
和网络

摄像机和
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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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设计、默认和部署确保安全

网络安全

对网络安全的关注是个不断发展的话题，就像网络攻击的风险在不断演变一样。
在继续注重确保灵活性和用户友好性的同时，我们对这两个方面都非常重视。

Milestone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提供一系列安全机制，使得在不影响解决
方案的灵活性或可用性的前提下保护解决方案免受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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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是发展的核心 

我们的所有产品和解决方案都旨在提供安全的端到端通信、
保护隐私，同时确保数据安全。

隐私屏蔽 - 内置功能，专为在不
损害安全的情况下保护人们的
隐私而设计

角色管理 - 确保仅具有相应
用户权限的人员才能访问某
些数据

XProtect Corporate – 
唯一经过 GDPR 就绪认
证*的视频管理软件

行业标准 – ISO / IEC 
29147:2018

Web 和移动用户访问的高级加
密和安全性 (HTTPS)

通过音频日志实现的用
户操作的完全可追溯性 

通过 Milestone 集成平台 SDK (MIP SDK) 
集成的第三方应用程序的完全身份验证
和授权

HTTPS – 安全摄像
机连接

根据行业标准通用安全漏洞评
分系统对所有已识别的安全漏
洞进行评分 

视频数据库和导出的数字签名
加密与密码保护

产品安全事件响应团
队 (PSIRT)

通过在服务器端实施的 SDK (MIP 
SDK) 实现严格的且受时间控制的
用户权限管理

摄像机网络和客户端网络物理分
离的可能性

通过 Microsoft NTLM 或 Kerberos 身
份验证进行 Windows AD 用户身份验
证的选项

使用 Milestone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产品，您可以获得防止遭受内部和外部安全威
胁的最大限度保护。在服务器端执行的分级管理员和用户权限加之采用严格的 IT 安全程
序，使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成为注重网络安全的组织的理想选择 - 它可以提供：

在不损害安全的情况下维护安全性

*经过 EuroPriSe 认证 - 针对 IT 产品和基于 IT 的服务的欧洲隐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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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在让您安心，Care 计划包括三个配套，无论您需要频繁的软件
更新、全天候需要 Milestone 支持或重大事件解决方案，总有一
个软件包适合您的需求。

我们对您和您的企业的承诺是确保您能够充分利用您的产品和
获得最大投资回报。

所有系统构建器计划产品均预安 XProtect，并经过 Milestone 
Systems 验证以确认 Milestone XProtect 运作。

让您高枕无忧

Milestone Care™ 是一套完整的服务，并且
支持在您的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中为其提
供维护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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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estone Care™ Plus
您想要保护您的投资时的 
正确选择
Care Plus 旨在确保您为未来作好准备。
无论是未来带来新的技术创新 
还是应对安全挑战，此软件包都将帮助确保您的解决方案保持最新
 以及随时准备对变化和机遇作出快速响应，并包括：

• �即时取得产品更新，每年三次。

• 经销商访问 Milestone Customer Dashboard，以确保 
系统健康稳定。

• �升级时可 100% 以旧换新，因此您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无缝地扩展您的安装。

• �独家在线功能，如推送通知和智能连接。

通过 Milestone
Care™ Elite
您需要专门的 
Milestone 技术帐户
时的正确选择 
• �定制的服务级协议，对您的业务所需的支持的确切

级别进行了定义。

• �全天候直接和优先获得 Milestone 技术支持，帮助
您达成承诺的解决方案目标。

• �专门的 Milestone 技术客户经理，对您的安装有深
入的了解。

通过 Milestone
Care™ Premium  
当您需要全天候直接
技术支持时
• �全天候直接联系Milestone 全球技术支持工程师

团队。

• �具有承诺的响应时间的服务级别协议。

• �优先支持以迅速解决关键系统问题。

• �根据可用性在特定市场提供本地化支持。

扩展�Care Plus扩展�Care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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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MILESTONE 
解决方案获得最大
受益
Milestone 提供一系列支持工具和服务，可帮助您在  
XProtect® 解决方案的整个生命周期获得最大受益。

着手安装 

当您建立 Milestone 安装时，在线支
持和现场咨询服务均可帮助您确保正
确进行安装。

广泛的免费在线学习课程和教程可保
证技术人员得到系统详细的培训以及
操作员准备好应付日常需求。

定制您的监控解决方案

当需要使用新功能进一步开发解决
方案或集成其他业务流程时，我们的
工程师可随时为您定制解决方案。

维护、优化和扩展您的解决方案

启动和运行期间，您可受益于我们的技
术支持和系统健康检查，确保您的系统
拥有适合您的环境的最佳配置和最佳
功能。

我们还提供前瞻性的系统监控工具以
及在扩展解决方案以满足未来需求方面
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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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学习工具和培训

了解如何使用和维护您的 Milestone 
解决方案

我们可随时帮助您从 Milestone 解决方
案获得最大受益。

我们为您提供大量的系列在线系统文档、
最佳实践指南和实践支持工具。

免费在线培训 

Milestone 提供针对操作员和系统管理员
的在线学习课程，以及为安装人员和开发
人员提供的深度学习技术课程。

可按照自己的进度全天候在线学习。

正在寻找面对面培训吗？

我们还提供定制的面授培训课程。

有关更多信息，请联系您的 Milestone 
经销商或 Milestone Professional 
Services。

让 Milestone  
顾问为您提供帮助

Milestone 顾问服务部门将为您提供一系
列的解决方案部署和优化服务，旨在释放
您的安装的全部潜能。

01.
启动和运行您的解决方案

Milestone System 启动 
服务可远程和通过现场服务帮助您
开始安装。

02.
设计您的解决方案

通过系统设计服务，我们可以为您推
荐确保性能和满足业务的安全和安
保要求的系统设计。

03.
定制您的解决方案

Milestone 定制开发部提供量身定
制的咨询和工程服务，以实现定制、
系统集成和安全可选性能。

04.
顺利完成解决方案升级

通过升级协助服务充分利用我们的
工程经验，以确保顺利完成升级过程
和提供优先支持。

05.
微调系统性能

我们的系统健康检查可帮助您生成
系统概要和提供优化您的解决方案
的最佳实践建议。

了解更多：

milestonesys.com/support、 
doc.milestonesys.com 和 
milestonesys.com/learning-portal

了解更多：

milestonesys.com/customdevelopment 和 
milestonesys.com/professional-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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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

Milestonesys.com 

Instagram.com/milestonesystems 

Twitter.com/milestonesys

Linkedin.com/company/milestone-systems

Youtube.com/Milestonesys  

Facebook.com/milestonesys

http://www.milestonsys.com
http://www.Instagram.com/milestonesystems
http://www.twitter.com/milestonesys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milestone-systems
http://www.Youtube.com/Milestones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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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试用我们的软件！
30 天免费试用，充分体验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的益处

敬请访问 milestonesy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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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Protect® Essential+  
市场上功能最丰富的免费视频
管理软件
XProtect Essential+ 是 Milestone 一流视频管理软件 (VMS) 的免费全
功能版本。

XProtect Essential+ 支持最多八台设
备，是希望进行基本视频监控，从而
保护员工和资产安全的小型企业的完
美选择。

凭借与其他系统和应用程序集成的能
力，您可以利用 Milestone 社区提供
的数千种解决方案，最大限度地提高
投资回报。

可靠
全天候高枕无忧

当您没有时间每天监控视频监控系统， 
但仍然需要随时随地掌控一切时， 
XProtect Essential+ 可让您高枕无忧。

用户友好
系统先进，使用简单

您可能没时间全天候观看您的视频。 
正因如此，XProtect Essential+ 旨在帮助
您快速高效地执行任务。

可扩展
为今日和明日构建的软件

选择 XProtect Essential+，意味着选择一
个可以随着您的发展而扩展，以满足未来
需求的系统。

安全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当您想要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并以最
佳方式保护其免受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
时，XProtect Essential+ 将为您提供所
需的保护，令您高枕无忧。

可定制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通过 XProtect Essential+，您可以按
照心仪的方式自由构建系统，甚至与
其他系统集成。

翻页以查看详情！



XProtect 客户端
支持所有三个 XProtect 客户端，随时随
地访问您的系统。

保留时间
无限的保留时间，意味着在您需要时始终
可以观看录像。

无限制
毫无限制 - 无相关的视频管理软件费用，
无需重新注册，无时间限制 - 只需下载即
可开始使用。

设备支持
凭借对最广泛硬件设备的支持，您可以连
接任何符合您需求和预算的摄像机，包括
兼容 ONVIF 的设备。

设备软件包
每两个月使用驱动程序访问设备软件包，
以帮助您将视频管理软件连接到其他和
更新的设备。

第三方集成
将第三方应用程序（例如，访问控制、人
数统计和视频分析）直接集成并嵌入到软
件中，从而构成统一且易用的系统。

升级
要获得更多的容量、功能或位置，只需将您
的许可证换成更高级的 XProtect 版本。

扩展
通过添加设备（最多 8 台）或第三方应用
程序，轻松扩展您的系统。

搜索工具
搜索仅运动或仅在选定区域内运动的录
像，即可大海捞针。

导出
如果发生意外，视频通常是最好的见证。
您可以将视频导出为静态图像、视频文
件和本地数据库格式，以确保满足收件人
的需求。

本地语言
界面支持 30 种不同的语言，消除了潜在
的语言障碍。

密码保护
为了避免证据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您可以
使用密码保护视频文件，并仅允许授权用
户访问。

HTTPS
支持录像服务器、连接的摄像机和其他
安全设备之间的 HTTPS 通信。

加密
基于证书的加密，以确保数据（视频、音
频、元数据）的通信安全。这些数据来源
于录像服务器，并由连接的组件检索。

特色功能

系统图表 – 简单的一站式系统

最为简单的设计，所有部分都被连接到同一个

网络，所有服务器组件和 XProtect 客户端都

运行于同一台服务器/PC 上。

录像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

Management Client
移动设备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
SQL 服务器

XProtect 
Web Client 

XProtect 
Smart Client 

XProtect 
Mobile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http://milestonesys.com


XProtect® Express+  
适合小型企业的易用视频监控

XProtect Express+ 是一款视频管理软件 (VMS)，适用于对实时视频监控
的需求较低的小型、单站点企业。

XProtect Express+ 支持多达 48 台设
备，并具有与当前运营（例如，访问控制
和人数统计）集成的能力，不失为零售
商店、停车场或办公楼的理想之选。

可靠
全天候高枕无忧 

如果您没有足够的人力来全天候观看
视频，但仍希望在需要注意时获得通
知，XProtect Express+ 便是您的解决方案。

用户友好
系统先进，使用简单 

如果您仅偶尔使用该系统，并且无法花时
间了解其工作原理时，XProtect Express+ 
的设计简单，以便您迅速完成任务并继续
执行其他工作。

可扩展
为今日和明日构建的软件

当您需要一个可扩展的系统，以满
足将来的需求，并保护初始投资
时，XProtect Express+ 可为您提供
所需的可扩展性。

安全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当您想要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并以最
佳方式保护其免受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
时，XProtect Express+ 将为您提供所需
的保护，令您高枕无忧。

可定制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通过 XProtect Express+，您可以自定义
视频管理软件，并将其用于安全性以外的
方面，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回报。

翻页以查看详情！



推送通知
借助对推送通知的支持，您可以高枕无
忧，因为系统将在需要采取任何措施时自
动通知您。

XProtect 客户端
无论您是在旅途中、出门在外还是在办公
室，都只需点击一下，即可获得对所有三
个 XProtect 客户端的支持。

最低录像速度 3.1 Gbit/s
采用市场上性能最佳的录像引擎， 
您将获得始终可以信赖的可靠系统。

第三方集成
利用 Milestone Marketplace 的优势，并与
兼容 XProtect 的访问控制和视频分析等第
三方软件相集成。

Xprotect 附加产品
使用 XProtect 开箱即用的任何 XProtect 
附加产品，为您的视频安装赋予额外的价
值和功能。

加密
基于证书的加密，以确保数据（视频、音频、
元数据）的通信安全。这些数据来源于录像
服务器，并由连接的组件检索。

每台设备许可模式 
简单的每台设备许可模式允许您选择当
前所需的设备许可证数量，同时提供了将
来轻松扩展至更多设备的自由。

便利升级
如需扩展到多个位置或扩展功能，只需进
行简单的许可证交换，即可将当前系统升
级为更高级的 XProtect 版本之一。

Milestone Interconnect™
如果您需要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进行零散
的安装，但需要集中运营，则可以将它们
与 XProtect Corporate 相链接。

多图层地图 
尽管使用起来简单直观，但多图层地图和
警报管理为您提供了所安装摄像机的完
整概览，以便您始终掌控一切。

可调节用户界面
可调节用户界面允许您优化用户体验，以匹
配您和其他用户的角色和职责。

集中式搜索
使用高级搜索工具节省时间和精力，立即
轻松找到所需的内容。

规则引擎 
内置的规则引擎使自动执行各种安全功
能成为可能，从而提高了运营效率。

用户访问 
如果多名用户需要访问系统，则可以在查
看客户端级别上有效控制每名用户的访
问权限。

双重身份验证
仅当第二名用户通过双重身份验证确认
登录时，才授予用户查看界面的权限， 
从而实现更高的安全性。

密码保护
为了避免证据落入不法分子手中，您可以
使用密码保护视频文件，并仅允许授权用
户访问。

HTTPS
支持录像服务器、连接的摄像机和其他
安全设备之间的 HTTPS 通信。

元数据
借助元数据支持，利用您的系统实现更
多益处。

特色功能

系统图表 – 简单的一站式系统

最为简单的设计，所有部分都被连接到同一个
网络，所有服务器组件和 XProtect 客户端都
运行于同一台服务器/PC 上。

录像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

Management Client
移动设备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
SQL 服务器

XProtect 
Web Client 

XProtect 
Smart Client 

XProtect 
Mobile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http://milestonesys.com


XProtect® Professional+  
适合中型组织的完整安装概述

XProtect Professional+ 是为中型和多站点企业设计的 IP 视频管理软件 
(VMS)，支持不限数量的摄像机、设备和服务器。

多图层地图和完整的警报管理功能为
操作员提供了整体安装的完整概览，
非常适合学校、零售连锁店和生产工
厂等组织使用。

可靠
全天候高枕无忧 

旨在为您提供业内最可靠的录制引擎，
同时提高您硬件的整体性能。由视频监
控专家打造，可提供您始终可以依赖的
市场最佳性能。

用户友好
系统先进，使用简单 

当您需要随时随地掌控整套设备以 
便快速对事件做出响应时， 
XProtect Professional+ 能够满足您
的所有需求。

可扩展
为今日和明日构建的软件 

借助 XProtect Professional+，您可以将
系统调整至任意规模和位置，从 10 台摄
像机的小型系统，到由分布在多个站点的
数百台摄像机组成的系统。

安全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当您想要降低系统的安全风险，并以最
佳方式保护其免受内部和外部安全威胁
时，XProtect Professional+ 将为您提供
所需的保护，令您高枕无忧。

可定制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XProtect Professional+ 的开放式平台结构
不仅仅局限于一家公司的产品，还允许您利
用数十种经过验证和集成的解决方案，从而
最大程度地提高监控系统的价值。

翻页以查看详情！



硬件加速
支持硬件加速的视频移动侦测可为您提
供业内最佳的系统性能，同时降低系统总
体成本。

双向音频
主动监控入口，并通过双向音频支持与门
外的人员进行沟通。

最低录像速度 3.1 Gbit/s
采用市场上性能最佳的录制引擎，您将获
得可以信赖的可靠系统。

推送通知
支持推送通知，令您高枕无忧，因为系统
将在需要注意时自动通知您。

MIP SDK
XProtect 的开放式平台架构和 Milestone 
集成平台软件开发工具包 (MIP SDK) 支持
强大的集成和无限的功能。

元数据
通过将视频与元数据（例如，GPS 坐标、
热点分析、运动数据和面部识别）相链
接，以提高附加价值。

规则引擎
内置的规则引擎使自动执行各种安全功
能成为可能，从而消除了手动干预的需
要，提高了运营效率。

Milestone Marketplace
借助 Marketplace，您可以轻松访问经 
Milestone 验证与 XProtect 兼容的应用
程序、硬件和服务。

H.265
使用最新的 H.265 视频压缩技术， 
以降低视频存储成本。

不受限制
通过支持不限数量的用户、摄像机和服
务器，您可以将安装分散到多个服务器
和站点。

升级
简单的许可证交换即可将您当前的系统
升级至更高级的 XProtect 解决方案之
一，从而为您和您的企业释放更多机会。

多图层地图
使用显示实时视频源和准确摄像机位置的
多图层地图，洞悉全局并立即采取行动。

警报管理器
内置警报管理器提供安全和系统警报的综
合概览，以便您立即进行目测验证，从而更
智能地工作。

书签
在观看实时或回放视频时，对值得格外
关注的视频片段添加书签，并提高视频调
查的效率。

集中式搜索
利用集中搜索，一站式快速寻获您需要的
内容，从而节省时间并高效工作。

集中管理
扩展您的系统，同时通过集中管理从中央
位置有效管理所有内容。

边缘存储
借助边缘存储支持，您可以设计出针对带
宽可用性进行优化的灵活可靠解决方案，
同时在系统故障或维护停机期间提供录
像冗余。

用户访问
如果多名用户需要访问系统，则可以在查
看客户端级别上有效控制每名用户的访
问权限。

双重身份验证
仅当第二名用户通过双重身份验证确认
登录时，才授予用户查看界面的权限， 
从而实现更高的安全性。

加密
基于证书的加密，以确保数据（视频、音
频、元数据）的通信安全。这些数据来源
于录像服务器，并由连接的组件检索。

集中管理

所有系统组件和设置的集中和单点管理。

录像服务器可以安装在不限数量的站点上，
也可以在同一站点安装多个服务器。

中央访问界面可显示来自所有连接站点的实
时和录制视频。

特色功能

管理服务器
移动设备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
SQL 服务器

Management Client

录像服务器

XProtect 
Web Client 

XProtect 
Smart Client 

XProtect 
Mobile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http://milestonesys.com


XProtect® Expert  
适用于大型分布式安装的强大
实时监控

XProtect Expert 是一款 IP 视频管理软件 (VMS)，适用于需要积极实时
监视的中型和大型安装。

它确保端到端的视频完整性保护， 
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硬件性能。集中
管理、边缘存储和故障转移录像服务
器，以及可选的视频墙支持使其成为
多个位置分布式安装（例如，仓库和
体育场）的理想之选。

可靠
全天候高枕无忧 

由视频监控专家设计，为您提供业内最
可靠的录像引擎，以提高您硬件的性能，
并支持边缘存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以便您连续不断地访问视频。

用户友好
系统先进，使用简单

集中式搜索平台、多图层地图和视频墙支
持可确保高效的调查、直观的摄像机导
航，以及对事件做出响应时身临其境的可
视化情况感知。

可扩展
为今日和明日构建的软件

支持不限数量的服务器、摄像机和用户， 
为各种规模的系统提供高效的集中管理。

安全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借助一系列内置的安全和隐私工具， 
增强系统抵御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 
同时避免侵犯人们的隐私。

可定制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开放式平台 SDK 架构安全集
成的数十种经过验证的领先解决方案， 
扩展系统的功能以满足组织的需求。

翻页以查看详情！



硬件加速
支持 NVIDIA© 和 Intel© 硬件加速视频解
码，以实现无与伦比的性能，降低 CPU 负
载和系统成本。

边缘存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支持边缘存储录像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即使在系统故障和维护停机期间， 
也可以不间断地访问视频。

推送通知
主动在线系统健康状况监控，可实现不
间断的业务运营，并在需要您注意时快
速响应。

MIP SDK
XProtect 的开放式结构和 MIP SDK 提供
了无限的系统扩展可能性。

元数据
通过添加元数据（例如，来自智能和物联
网设备的 GPS 坐标、运动数据和面部识
别）来增强视频。

Milestone Marketplace
直接访问数十种经过验证的产品，以获得
安全性以外的额外益处。

H.265
使用最新的 H.265 压缩技术， 
以降低视频存储成本。

集中管理
使用 XProtect Corporate 作为中
心枢纽，集中管理多个站点，并使用 
Milestone Interconnect 作为具有成本
效益的分布式运营解决方案。

升级
只需将许可证升级为 XProtect Corporate，
即可解锁 XProtect 的全部功能。

多图层地图
用于建筑物和楼层之间的快速导航，以及
各种安装规模的可视化概览。

警报管理器
内置警报管理器提供安全和系统警报的
综合概览，以便您立即进行目测验证和高
效调查。

视频书签
在观看实时或回放视频时，对值得格外关
注的视频片段添加书签，以提高视频调查
的效率。

集中式搜索
一站式搜索视频、运动、警报、事件和书
签，并保存搜索模板以供日后快速调查。

规则引擎
使用内置的规则引擎自动执行标准安全
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手动干预的需
求，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音频
在智能、网站和移动客户端中，使用单向/
双向音频支持，将音频添加到视频中。

XProtect Smart Wall
借助 Milestone 的视频墙解决方案支持，
获得身临其境的可视化情况感知和高效
的响应协调能力。

用户访问管理
密切监视用户访问权限，并高效管理
多用户安装。

双重身份验证
向用户授予界面访问权限， 
以实现更高的安全水平。

安全导出
额外的加密、数字签名和防止再次导出功
能，以确保导出的材料 100% 真实。

HTTPS
HTTPS 通信，用于录像服务器与连接的摄
像机和安全设备间的双向通信加密。

加密
录像服务器与所有其他系统组件之间基
于双端证书的加密。

高可用性系统

所有系统组件和设置的集中和单点管理。

故障转移服务器充当主录像和事件服务器的
备份，并且可群集以实现高可用性。

可提供灵活且独立于硬件的集成视频墙， 
以实现最佳的情况感知。

特色功能

移动设备服务器

Management Client
XProtect Smart Wall

SQL 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

群集 群集

管理服务器故障转移事
件服务器

故障转移管
理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故障转移录
像服务器

XProtect 
Web Client 

XProtect 
Smart Client 

XProtect 
Mobile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http://milestonesys.com


XProtect® Corporate  
适用于全天候关键运营的高级
视频监控

XProtect Corporate 是一款 IP 视频管理软件 (VMS)，适用于需要持续
访问视频的大规模与高安全性安装设备。

它确保端到端的视频完整性保护， 
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硬件性能。集中
管理、内置视频墙以及对故障转移录
像服务器的支持，使其非常适合关键
任务的安装设备，例如机场和城市。

可靠
全天候高枕无忧 

由视频监控专家设计，为您提供业内最
可靠的录制引擎，以提高您硬件的性能，
并支持边缘存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以便您连续不断地访问视频。

用户友好
系统先进，使用简单 

内置视频墙解决方案、集中式搜索平台
和多图层地图可确保可视化情况感知、
直观的摄像机导航，以及对事件做出响
应时高效的协作。

可扩展
为今日和明日构建的软件 

支持不限数量的服务器、摄像机和用户，
使用 Milestone 的开放式平台，为各种规
模的系统提供高效的集中管理。

安全
您可以信赖的安全性 

借助 GDPR 认证的视频管理软件以
及一系列内置的安全和隐私工具， 
增强系统抵御网络安全威胁的能力，
同时避免侵犯人们的隐私。

可定制
我们的软件，您的解决方案 

通过使用开放式平台 SDK 架构安全集
成的数十种经过验证的领先解决方案， 
扩展系统的功能以满足组织的需求。

翻页以查看详情！



移动设备服务器

Management Client
XProtect Smart Wall

SQL 服务器 事件服务器

群集 群集

管理服务器故障转移事
件服务器

故障转移管
理服务器

记录服务器 故障转移记
录服务器

XProtect 
Web Client 

XProtect 
Smart Client 

XProtect 
Mobile

硬件加速
支持 NVIDIA© 和 Intel© 硬件加速视频解
码，以实现无与伦比的性能，降低 CPU 负
载和系统成本。

边缘存储和故障转移服务器
支持边缘存储录像和故障转移服务器，即
使在系统故障和维护停机期间，也可以不
间断地访问视频。

推送通知
主动在线系统健康状况监控，可实现不
间断的业务运营，并在需要您注意时快
速响应。

MIP SDK
XProtect 的开放式结构和 MIP SDK 提供
了无限的系统扩展可能性。

元数据
通过添加元数据（例如，来自智能和物联
网设备的 GPS 坐标、运动数据和面部识
别）来增强视频。

Milestone Marketplace
直接访问数十种经过验证的产品， 
以获得安全性以外的额外益处。

H.265
使用最新的 H.265 压缩技术，以降低视
频存储成本。

不受限制
支持不限数量的服务器、摄像机和用户，
以实现轻松的扩展和最高的灵活性。

Milestone Federated Architecture
在父级/子级层次结构中连接不限数量的 
XProtect Corporate 和 XProtect Expert 
站点，以实现无限的可扩展性。

集中管理
使用 XProtect Corporate 作为中
心枢纽，集中管理多个站点，并使用 
Milestone Interconnect 作为具有成本
效益的分布式运营解决方案。

XProtect Smart Wall
内置的视频墙解决方案，可实现身临其境
的可视化情况感知和高效的响应协调。

多图层地图
用于建筑物和楼层之间的快速导航，以及
各种安装规模的可视化概览。

警报管理器
内置警报管理器提供安全和系统警报的
综合概览，以便您立即进行目测验证和高
效调查。

视频书签
在观看实时或回放视频时， 
对值得格外关注的视频片段添加书签， 
以提高视频调查的效率。

集中式搜索
一站式搜索视频、运动、警报、事件和书
签，并保存搜索模板以供日后快速调查。

规则引擎
使用内置的规则引擎自动执行标准安全
功能，并最大程度地减少对手动干预的需
求，从而提高运营效率。

音频
在智能、网站和移动客户端中，使用单向/
双向音频支持，将音频添加到视频中。

用户访问管理
密切监视用户访问权限，并高效管理
多用户安装。

双重身份验证
向用户授予界面访问权限，以实现更高的
安全水平。

安全导出
额外的加密、数字签名和防止再次导出功
能，以确保导出的材料 100% 真实。

加密
录制服务器与所有其他系统组件之间基
于双端证书的加密。

高可用性系统

所有系统组件和设置的集中和单点管理。

故障转移服务器充当主录制和事件服务
器的备份，并且可群集以实现高可用性。

包含灵活且独立于硬件的集成视频墙， 
以实现最佳的情况感知。

特色功能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http://milestonesys.com


Milestone Husky™ X2 
入门必备 – 专为 XProtect 构建的即插即用 NVR®

可靠
Husky X2 在中低端市场中提供最高的性能，专为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而设计。您可以依靠高效而经过精心设计的 
NVR 硬件来实现较低的总体拥有成本。 

用户友好
即插即用 NVR – Husky X2 内置 PoE 开关和 I/O 面板可确保轻
松连接摄像机和警报设备，而无需任何其他设备。

可扩展
Husky X2 配有预装的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帮助每个人正确
入门 – 最多免费支持 8 台摄像机。只需申请 XProtect 视频管理
软件许可证，即可启用更多摄像机容量和视频管理软件功能。

可定制
您可以随心所欲地选择高达 28TB 的存储容量1，以及 
XProtect 版本。Husky X2 可以根据客户需要定制，并部署
在现有或新安装的系统中。

Milestone Husky X2 是具有内置 PoE 开关和输入/输出面板的即插即用型网络录像机。它配有预装的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随时可以开始工作。



技术规格

特色功能

一般规格

最高摄像机数量
133 台摄像机*持续录制

外型
独立/2U 机架安装

尺寸（宽x深x高）
43 x 33 x 8.8 厘米 
16.9 x 13 x 3.5 英寸

装运重量
约 13.5 千克/30 磅

硬件保修
3 年

计算系统

CPU
Intel® Core™ i3-6100 3.7 GHz

CPU Passmark
5475

GPU
Intel® 高清显卡 530

GPU 视频解码
是，智能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VMD

内存
16 GB

操作系统 (OS)
Windows 10 IoT 企业半年通道

凭据和密钥加密
否

存储系统

最高录制速度
556 Mbit/s

内部视频存储 (raw)
4/8/12/16/20/24/281 TB

热插拔硬盘驱动器数量
2 托架，SATA
（应同时使用两个磁盘托架）

RAID 支持
否

存档到外部 NAS/SAN
是

VMS/OS 存储
256 GB mSATA SSD

软件复原映像
是

网络系统和连接
网络接口
2 x 1 GbE RJ45
16 x 1 GbE PoE+ RJ45（仅 HX2P16）

内置 I/O 数据连接器
4 x 输入 + 4 x 输出

远程管理
否

显示器连接
1 DVI + 1 HDMI

最高分辨率
DVI 和 HDMI 均为 1920 x 1200

USB
4 x USB 3.0

电源系统

电源输入
100~240V，50/60 Hz

最大功耗
250W 非 PoE/500W PoE +

冗余电源
否

保护
OVP（过压）、OCP（过流）、OTP（过温）、 
SCP（短路）

环境

工作温度
0⁰ – 40⁰ C / 32⁰ – 104⁰ F

贮存温度
-20⁰ – 70⁰ C / -4⁰ – 158⁰ F

湿度
10 – 90% 相对湿度（无冷凝）

监管
监管合规性
CE（A 类）、WEEE、FCC（A 类）2、RCM、UL、
墨西哥 (CoC)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可管理的开关 
PoE 开关为所有端口上的 PoE+ 提供 
250W 的总功率，以及端口 MAC 地址锁
定等重要的安全功能。

高性能硬件
Efficient Intel® i3 Skylake CPU 和板载 
GPU 充分利用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的优
势，同时最大程度地降低功耗和发热量。

* 无硬件系统限制，最大摄像机数量仅受可用系统资源和录制速度限制。所述数据在 720P @25 FPS，2 Mbit/s（带 VMD）条件下验证
1 14TB 硬盘已获批，可单独购买。请参见 www.milestonesys.com/husky-support，以获取已获批存储驱动器的完整列表。
2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的第 15 章节。运行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1) 此设备不得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许多会导致意外运行的干扰。

高性能的录制速度 
经验证提供超过 550 Mbit/s 的连续录
制速度。

集成 I/O 端口 
便于将检测器和警报器连接到本机， 
并控制外部设备。

自动摄像机检测 
自动摄像机检测 – 降低安装阶段的复杂性。

http://milestonesys.com


Milestone Husky™ X8 
卓越可靠性 – 专为 XProtect 设计的高级 NVR®

可靠
Husky X8 是一款服务器级 NVR，所有关键组件均被复制，在操
作系统和磁盘级别提供冗余，并通过 RAID 5/10 保护视频数据。
此外，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级别的应用程序冗余确保将中断
的风险降至最低。

用户友好
高性能必须易于访问。Husky X8 在内置 GPU 上使用硬件加速的
视频处理，而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存档处理可优化内部和外
部存储的使用，确保视频始终在线，并可供操作员即时访问。

可扩展
Husky X8 既可以安装在现有系统中，也可以安装在新系统中，从而
确保了随时随地在需要时的可扩展性。只需申请 XProtect 视频管
理软件许可证，即可启用更多摄像机容量和视频管理软件功能。

可定制
Husky X8 支持 8 个监控级 HDD，raw 存储总量高达 112TB1，可通
过高速连接的外部 SAN 存储进行扩展。Husky X8 搭载 XProtect 
视频管理软件，具有灵活的配置，支持所有 XProtect 产品型号。

Milestone Husky X8 是面向高端市场的高性能网络录像机，具有惊人的性能和卓越的可靠性。
它通过组件、存储和应用程序级别上的冗余来确保连续运行。



高性能的录制 
经验证可提供高达 1.8 Gbit/s 的录制速度。
（720P @ 25 FPS，4Mbit/s，采用三个录制
服务器实例。）

卓越的可靠性 
热插拔双电源、RAID 和视频管理软件级别
的冗余，确保在电源或 HDD 发生故障时不
会丢失关键数据。

可扩展存储
通过使用高速 10 Gbit/s 连接，该设备的
内部存储可以轻松地与外部存储环境 
（例如 SAN）相辅相成。其融合网络适配
器还可通过高速 iSCSI 或 FCoE 连接直接
连接存储阵列。

无与伦比的性能 
强大的 Intel® Xeon® E3 CPU 和内置 
Intel® Iris™ Pro GPU 上的硬件加速视频处
理，兼具高性能、低功耗和低发热等优点。

一般规格
最高摄像机数量
780 台摄像机*持续录制
300 台摄像机*，带服务器端 VMD

外型
2U 机架安装
（不包括机架导轨）

尺寸（宽x深x高）
43 x 46.6 x 8.8 厘米
17 x 18.4 x 3.5 英寸

装运重量
约 22.8 千克/50.3 磅，
取决于是否配备 HDD

硬件保修
3 年

存储系统

最高录制速度
1828 Mbit/s

内部视频存储 (raw)
32/48/64/80/96/1121 TB

热插拔硬盘驱动器数量
8 托架，SATA 6 Gb/s
（应同时使用所有磁盘托架）

RAID 控制器与支持 
RAID 5/10
MegaRAID® SAS/SATA 9361-8i

存档到外部 NAS/SAN
是 (HX8R) / 是，通过 iSCSI 和 FCoE (HX8RC)

VMS/OS 存储
2 x 256 GB SSD M.2，RAID 1

软件复原映像
是

电源系统

电源输入
100~240V，50/60 Hz

最大功耗
150W

冗余电源
是，热插拔

保护
OVP（过压）、OCP（过流）、OTP（过温）、 
SCP（短路）

计算系统

CPU
Intel® Xeon® E3-1515M V5 2.8 GHz

CPU Passmark
10509

GPU
Intel® Iris™ Pro 显卡 P580

GPU 视频解码
是，智能客户端和服务器端 VMD

内存 
16 GB DDR4 (HX8R) / 32 GB DDR4 (HX8RC)

操作系统 (OS)
Windows 10 IoT 企业半年通道

凭据和密钥加密
值得信赖的平台模块 (TPM 2.0)

网络系统和连接
网络接口
2 x 1 GbE RJ45 2 x 10 GbE RJ45， 
包括 iSCSI 和 FCoE（仅 HX8RC）

远程管理 
是，Intel® 主动管理
技术 (AMT)

显示器连接
1 DVI + 2 HDMI 
支持 2 个同时显示

最高分辨率
HDMI 为 4K，DVI 为 1920 x 1200

USB 
2（正面）+ 4（背面）x USB 3.0

环境

工作温度
0⁰ – 40⁰ C / 32⁰ – 104⁰ F

贮存温度
-20⁰ – 70⁰ C / -4⁰ – 158⁰ F

湿度
10 – 90% 相对湿度
（无冷凝）

监管
监管合规性
CE（A 类）、WEEE、FCC（A 类）2、RCM、 
UL、墨西哥 (CoC)

技术规格

特色功能

免费试用：
milestonesys.com

* 无硬件系统限制，最大摄像机数量仅受可用系统资源和录制速度限制。所述数据在 720P @25 FPS，2 Mbit/s（带 VMD）条件下验证
1 14TB 硬盘已获批，可单独购买。请参见 www.milestonesys.com/husky-support，以获取已获批存储驱动器的完整列表。
2 此设备符合 FCC 规则的第 15 章节。运行必须满足以下两个前提条件：(1) 此设备不得造成有害干扰，并且 (2) 此设备必须接受收到的任何干扰：包括许多会导致意外运行的干扰。

http://milestonesy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