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 NUUO

公司成立于2004年，NUUO是全球领先的监控解决方案商之一以其可靠性，及时的服务和创新的精神闻名。NUUO的VMS和NVR解决方案提供

全面的录像，监控，和第三方解决方案集成到数字和模拟摄像机。

旗舰版 CT-CAM-ULT

授权 料号 描述

可管理多台服务器和多路数高清海量存储，具有NuMatrix上牆和冗灾技术

企业版 CT-CAM-ENT 
高效的集中管理，开放性平台可灵活集成第三方设备
磁盘分组提供更大的存储写入速度和风险管理

升级版 CT-CAM-UPU 从企业轻松升级到旗舰版，无需重置整个系统。

POS 接入授权

门禁接入授权

CT-POS-Generic POS通用授权可通过TCP-IP或POS转接盒接入POS和ATM设备

门禁系统接入的通用授权CT-ACC-Generic 

授权种类

规格

产品图片

型号名称

最大可接入摄像机数量

授权类型

操作系统

压缩格式

录像性能

硬盘托盘

单硬盘最大容量

最大内存

RAID

外接存储

外部端口

以太网络 (NIC)

电压

耗电量

尺寸 (高 x 宽 x 深)

重量 (不含硬盘)

温度 (硬盘操作) 

湿度 (操作)

类型

支持的语言

64

企业版 / 旗舰版 / 第三方接入授权

Linux

H.264，MPEG4 ， MJPEG ，MxPEG

6TB

0, 1, 5, 10

DAS, iSCSI ( http://www.nuuo.com/wiki.php for details )

2 x 千兆端口

100-240V/AC

0°C ~ 40°C (32°F ~ 104°F)

5% ~ 95% 不结露

CT- 4000

250 Mbps (最大), 180 Mbps (最大)*

4x SATA II

24TB

满载:50W

最大:250W

满载:150W

最大:500W

满载:160W

最大:500W

(冗余电源)

CT- 4000R CT- 8000R

塔式 机架式1U 机架式2U
机架式2U

(冗余电源)

CT- 8000RP

250 Mbps / 1 卷组

400 Mbps / 2 卷组

550 Mbps / 3 卷组

8x SATA II

32TB

88 x 447 x 583 毫米

11.4 公斤

88 x 447 x 583 毫米

13.2 公斤

2 x USB3.0, 2 x USB2.0,

1 x eSATA (用于DAS)

212 x 200 x 318 毫米

5.3 公斤 

6 x USB 2.0

(用于鼠标, UPS);

1 x eSATA (用于DAS)

4 x USB 2.0

(用于鼠标, UPS);

1 x eSATA (用于DAS)

45 x 447 x 429 毫米

6.0 千克

中文(简体)，中文(繁体)，捷克语，英语，芬兰语，法语，日语，韩语，波兰语，

葡萄牙语(巴西)，俄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语，土耳其语

*最大写入速度 (250 Mbps): 最大64路500万高清摄像机。同时存储64路10帧的摄像机，同时转发16路视频。

  最佳写入速度 (180 Mbps): 最大64路200万高清摄像机。同时存储64路15帧的摄像机，同时转发128路及16路回放。

NUUO CrystalTM 系列

NuClient

录像服务器 第三方接入
(Metadata)服务器

第三方接入
(Metadata)服务器

配置实时视频和回放

管理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冗灾服务器
(旗舰版)

数字和模拟摄像机

I/O设备 POS机门禁系统

IP

CCTV

NuMatrix

企业级Linux解决方案

先进的中央管理架构

扎实可靠的录像技术

强大的电视墙技术

无与伦比的集成选择

安全 • 强大 • 开放  

NUUO Crystal™

台湾制造  V2.1  2014 / 06www.nuuo.com   sales@nuuo.com

产品手册

NUUO Inc.│231台湾新北市新店区北新路3段207-1号B1 联系电话: +886.2.7739.2260  传真: +886.2.7703.3377

NUUO US Inc.│美国加州92821Brea Suite B贝里街 690号  电话: +1.714.990.1688  传真: +1.714.990.1689 免费电话: +1.877.241.7035

NUUO 非洲办事处│南非2169 诺森伯兰郡CNR Felstead和诺森伯兰郡Fancourt酒店办园7号1楼右 Tel: +27.11.704.6845www.nuuo.com



● 用于Windows和Mac跨平台

● 在一个NuClient进行集中配置和查看

企业管理

● 集中式多层电子地图

● 集中式I/O面板和事件面板

● 每个用户公共及个人观点 / 查看详细资料

● 可自定义轮巡条件查看选择的视频

增值服务

● 支持手机客户端 iPhone / iPad / Android

● NUUO 全景拼接技术─同时支持多达10个摄像机

● 布局灵活 - 用于查看自定义布局

● 可立即回放视频，电子地图和事件列表

● 双客户端支持相同的，功能齐全的软件客户端和

Web客户端

开放平台

● 第三方设备的数据可叠加到视频并可透过事件搜索

和关键词搜索到相关视频

● NUUO鱼眼技术可快速集成各厂商的鱼眼镜头

● 全景360° PTZ─ Immervision和VIVOTEK鱼眼相机

● 支持多码流设定

● 自动和同时切换流配置文件

● 可支持无限的实时视频和回放*3

● 在NuClient客户端上，可实时观看多达400路视频

客户端亮点

● 通过第三方DAS外部储存器，iSCSI*1

● 支持第三方POS和门禁系统*1

● 每台服务器支持多达256个NUUO I/O 转接盒

● 支持APC UPS (不间断电源)

外部支持

● 支持数字变焦和光学云台

● 支持预置位和巡逻

● 保存影片片段转换成AVI ，ASF和MOV

● 智能回放搜索

*1. 详情请参阅http://www.nuuo.com/wiki.php for details.

*2. 250Mbbps:64x500万高清摄像机(基于H.264 ， 10 帧，中等流量)

*3. 只在旗舰版可取得

先进的 VMS 系统
NUUO Crystal™ 代表下一代视频监控平台方案。品质稳定，易于管理，具有强大的存储和搜索功

能。NUUO Crystal™ 是针对大型系统设计的，其独具特色的模块化软件架构是企业级用户的联想

选择。专注于提供稳定的视频存储和冗灾技术。第三方集成的选择，NUUO Crystal™ 的稳定性和

灵活性将是你最佳的选择。

功能亮点

● 集中式管理无限数量的设备，在NuClient上显示事件

● 基于Linux系统

● 每个录像服务器可记录高达64路百万高清摄像机的RTSP视频流

● 写入速度(250 ～ 550Mbps)，支持多达64路500万高清摄相机*2

企业级的管理

● 内置管理服务器，录像服务器，容灾服务器故障切换*3 和

一个 NUUO CrystalTM 服务器第三方服务器

● 集中式I/O和事件监控/响应系统

● 系统状态监控

● 支持网络时间协议(NTP) ;管理服务器可以是一个时间服务

器，使所有的系统时间一致

● 磁盘分组具备将摄像机分配到不同存储卷的功能

● 独立存储机制(IRC)

● 云台控制优先级

● 对设备的许可和功能强大的权限授权

稳定性

● 支持RAID 0，1 ，5和10

● 支持冗余电源 (CT-8000RP)

● 支持硬件看门狗 (CT-8000R and CT-8000RP) 

和软件看门狗

增值服务

● 同步录音录像

● 每台服务器最多可同时转发256路视频流到多个客户端查

看实时视频

● 调用摄像机内置的移动侦测功能

● 支持连续，定时，基于事件和基于I/O录像

● 基于计划和输入触发抽帧录像

● 基于计划的用户管理

● 定时备份影片到FTP

● 水印的影片验证

● 双千兆以太网络端口

开放式平台
● 兼容ONVIF

● 支持摄像机多码流*1

● 支持多种压缩格式：H.264，MJPEG，

MPEG4和的MxPEG

● 在NuClient客户端记录冗灾事件*3

● 第三方接入(Metadata)服务器用于第三方集成 - POS，门禁系统*1

● 支持来自80多个品牌超过2000型号的摄像机*1

服务器主要特性

开放式的创新平台
NUUO Crystal™ 为开发人员提供一个简单而开放的整合平台。.通过采用开放式平台的选择，NUUO Crystal™希望创造一个欣欣

向荣的生态系统全面整合的可能性。NUUO Crystal™ 创造了许多工具，帮助开发，并使用它们，NUUO Crystal™ 可制成适合于

处理并与其他现有解决方案快速的整合。

访问控制

POS机

车牌识别系统

其它

第三方应用

NUUO 的SDK (实时视频和回放)

TCP / IP 接收(元数据信息) 2014年2月10日12时23分51秒

苹果汁14美元TX
橙汁14美元TX
焦炭14美元TX

网络

NUUO Crystal™

从NUUO Crystal™ 录像服务器的撷取视频流

来自第三方的元数据解决方案

NUUO Crystal™ 专为大型项目，已经成功获得了众多企业的肯定。

NUUO Crystal™ 具备管理复杂和混乱监控视频影像的能力，如主题公园。

该项目涉及POS系统集成追踪购买和先进的网格布局系统集成。利用  

NUUO Crystal™的开放性平台，主题公园能够实现上述所有，最重要的是

没有其他解决方案的经常性费用。前往www.nuuo.com ，并了解    

NUUO Crystal™。成功故事，今天看它如何彻底改变您的看法。 

客
户
案
例
研
究

NUUO Crystal™ 确保游客在冒险乐园的安全

NUUO Crystal™ 具有先进的模块化体系结构设计。 一个模块

化系统设计的好处是，它不仅可以进行集中管理，在进程级别的

每一个模块也可以相互独立操作。因此，当一个进程失败，仅处

理模块关闭，系统的其余部分将继续 正常运作，进一步提升

NUUO Crystal™ 的系统的稳定性。

先进的模块化设计

Devices
NUUO

Crys
tal ™

NUUO Crystal™ 无限的支持矩阵上牆，每个监视

器显示多达100路。借助内置的浏览向导，改变视图

配置只需简单的拖拉视频到网格中即可定义。

NUUO Crystal™ 还具有全景视频拼接功能将

多个视图整合成单一画面。结合云台控

制，鱼眼技术，视频轮巡模式，监控变

得比以往更简单。

档案环使用定制的录像技术，通过重新定义硬盘如

何储存和检索，NUUO Crystal™ 能够处理高像

素录像。档案环是从底层向上构建一个自定

义的技术。 NUUO Crystal™ 的强大的录

像，能够保持数据写入量高达单卷

250Mbps，两卷400Mbps，三卷

500Mbps。

百万像素
录制能力

尖端
影片技术

NUUO Crystal™ 能无限量支持摄像机，第三方门禁系统， 

POS机，以及I/O设备。任意数量的用户和用户组可被分配至

不同级别的管理权限，监控点和事件处理。结合NuClient软件

提供集中式管理和回放视频流，NUUO Crystal™ 为用户提供

完全控制整个系统。

任何企业级解决方案的基石。NUUO Crystal™ 录像功能冗灾功能，

以保障服务器的正常运行时间和性能的一致性。NUUO Crystal™ 容

灾功能可以分配和管理为一个产业集群，使N + M冗灾可以实现。

集中管理

保证正常运行时间

先进的企业级

视频监控平台

软件

CAMERA

CAMERA

CAMERA

CAMERA

CAMERA

CAMERA

CAMERA

NuClient

容灾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管理服务器

数字/模拟
摄像机

I/O设备

Camera

数字/模拟
摄像机

I/O设备
Camera

NuMatrix

POS机

访问控制

第三方接入
(Metadata)服务器

冗灾服务器 冗灾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录像服务器

Windows/ Mac 客户端 浏览器 手机App

基于Linux

Dual Gigaports 冗灾技术

集中管理

抽帧录像

高写入速度 档案环

RAID 0, 1, 5,10

卷组

独立存储机制

鱼眼技术

集中活动集中式电子地图

全景视频拼接

多流

NuMatrix

POS

访问控制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 技术合作伙伴

www.nuuo.com www.nuuo.com www.nu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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