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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









1/2.8 吋 Progressive Scan CMOS 感測器
高解析度 300 萬高清 1080p (2048 x 1561)
H.264 / H.265、MPEG4、M-JPEG 三種壓縮格式
彩色 0.01 Lux，黑白 0.005 Lux，紅外燈開啟 0 Lux @ F1.6
支援 3D 動態雜訊消除、圖像清晰流暢不拖影，感度提升
20 倍光學變焦鏡頭，f4.7mm(廣角端)~94.0mm(望遠端) / F1.6 ~ F3.5
自動除霜、除霧功能
可偵測安裝環境的照度數值




內置 8 條巡航路徑，4 條模式路徑
通過功能表可即時偵測前端供電電壓的數值
智慧溫控設計，可即時顯示球機內部溫度
移動偵測，自動追蹤
支援群體廣播功能 (multicast)
支援 ONVIF Profile S
IP66 / 二級防雷，3000V 防浪湧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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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影像









網路

影像感測器：1/2.8 吋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高影像速率 (幀/秒)：300 萬高清 1080p(2048X1536)
最低照度：彩色: 0.01Lux, 黑白: 0.005Lux
寬動態：115db
影像輸出：1.0Vp-p Composite, 75Ω (BNC)
紅外線濾光片(ICR)
白光 LED 燈：24 個 LED 燈，陣列紅外燈
照射距離：最大 150 公尺

功能
 日夜模式：彩色/黑白/自動( IR 燈同步 )
 自動電子快門：1/30~1/10,000 秒, 無閃爍
 手動電子快門：1/25(30), 1/50(60), 1/100(120), 1/240,
1/500, 1/1000, 1/2000, 1/4000, 1/8000, 1/16000,
1/30000 sec
 白平衡：自動手動/逆光補償/強光抑制
 寬動態及背光補償功能：關/ 高光背光補償 / 數位寬動態 /
寬動態 / 背光補償
 除霧功能：自動 / 手動 / 關 ; 階層 : 高 / 中 / 低
 動態降噪：3D
 鏡像：水平，垂直，中心，90 度(軟體設定)
 語言：中英文選單

控制











水準速度：水準鍵控速度:0.01°~120°/s，速度可設
水準預置點速度：350°/s
垂直速度：垂直鍵控速度:0.01°~120°/s，速度可設
垂直預置點速度：350°/s
垂直旋轉範圍：-10~90°，自動翻轉
預置位數量：256 個（中文標題）
自動掃描：8 條（左右邊界可設）
自動巡航：8 條（每條 32 個預置位）
模式路徑： 4 條（每條最多 500 個指令）
視頻分析，調光定時功能













瀏覽器：微軟 IE 9.0 版本以上
乙太網路：10/100M 自動偵測
傳輸能力(Bit Rate)：64 至 12,000 Kbps
影音串流：H.264/H.265，MPEG4 和 M-JPEG 雙/三流
音訊廣播：G.711（μLaw）
雙向音頻：8KHz / 16KHz 採樣率
用戶限制：最高容納 9 名使用者
安全性：帳號密碼保護
報警觸發：上傳影片到 FTP (檔案伺服器) 與警告郵寄, HTTP
群播 支援群體廣播功能 (multicast)
影音串流：H.264 Main Profile 編碼，H.265 編碼

一般
 對焦系統：變焦 & 自動對焦
 日/夜模式
 連接器類型：音訊, RJ45, DC 直流電源, DI / DO / RS485 ,重
置鍵
 記憶卡槽(選配)：Micro SD，最大 128G
 報警輸入（DI） / 輸出（DO）
 自動光圈模式：DC 直流驅動
 鏡頭接口：內建變焦鏡頭
 鏡頭 20 倍光學變焦鏡頭：F1.6 ~ F3.5，f4.7(廣角端)~94°(望
遠端)
 防水：IP66
 二級防雷：3000V 防浪湧設計
 IK10
 電源供應： DC12V±10% （POE 需外加）
 功率消耗：AV24V
 操作溫度：-10°C ~ 50°C
 儲存溫度：-20°C ~ 60°C
 操作濕度： 最大 RH80%
 儲存濕度：RH90%
 外觀尺寸： 235 x 350mm
 淨重量：5.6KG
 配件：壁裝支架，電源盒(選配)，雨刷(選配)，DC12V 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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