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PB208-AFZ550

• 高畫質兩百萬畫素SONY Starvis 感光元件

• H.265 High profile /H264 Main profile 影像輸出格式

• 5～50mm 電動自動變焦鏡頭

• 8碼流設計

• 一線POE 及電源插孔設計（POE &12V DC on cable）

• 5顆高功率矩陣式紅外線LED, 有效照射距離可達60米

• 智慧型紅外光設計, 近距離影像不過曝

• 內建可切換式紅外線濾光片

• 120db真實寬動態

• 3D數位雜訊抑制

• 支援數位PTZ 及4 組 ROI (重點區域影像）

• 支援多種警報偵測(防破壞/動態影像)

• 支援電子透霧功能(De-fog)

• 支援強光抑制及逆光補償

• 支援四組隱私遮罩

• 支持影像自動校正, 影像不彎曲

• 支援電子防抖功能, 影像不抖動

• 支援多行畫面字源顯示, 可多行疊加, 可自行定義六行畫面字源和圖片顯示

• 支援電子影像校正, 廣角鏡頭影像線條及角落不彎曲

• 支持走廊模式，可将長宽比为16:9或4:3的影像調整為9:16或3:4

• 快速安裝及拆卸設計

• IP67防塵防水

• 支援p2p 

• 支援最新Onvif 2.6 profile S 及G

• 可直接於IE/Firefox, Chrome, Safari 使用,不須下載 ActiveX 等插件

• 可HTTP 網頁遠端更新韌體版本

• 自動偵測及修復網路連線問題

• 64路 中控管理軟體

• 提供軟體工具，可整批修改IP地址、通道名，升级等功能

• 配備雲端運算伺服器平台及網頁, 使用者註冊後, 非邀請者不能添加機器於手機app 或中控軟體以保護隱私 , 

及方便使用者遠端管理

• 可支援音频異常、遮檔、越界 (電子圍籬)、入侵、物品遗留取走、場景變化的自動偵測和報警 ( 選配)

• 支持人脸的自動檢測(選配)

2 百萬畫素電動變焦鏡頭槍型網路攝影機 (STARVIS)

產品特色



型號 IPB208-AFZ550

感光元件 1/2.8“ Progressive Scan  兩百萬CMOS

壓縮格式 H.265 High profile / H.264 Main profile

碼流 8碼流

影像輸出解析度 1080P (1920x1080), 720P (1280x720 , D1(720x480),  ( 640x360)  

張數 50Hz: 25fps( 1920×1080) 60Hz: 30fps (1920×1080)

鏡頭 5~50mm 電動變焦 鏡頭

最低照度 彩色: 0.003Lux @ (F1.6) ,黑白: 0 Lux with IR

攝影機日夜切換 自動切換紅外線濾光片

智慧型紅外線 支援

白平衡調整 自動/自然光/日光燈/自訂

電子快門 1/2s ~ 1/1000s

3D雜訊抑制 有

寬動態 120db

逆光補償 開/關

影像遮罩 四區塊 ( 開/關)

數位PTZ 支援

重點區域影像( ROI) 四組區域

電子防抖 支援

影像調整 走廊模式,數位寬動態, 壓縮格式, 鏡向模式, 飽和度, 亮度, 對比

畫面字元顯示 支援多行畫面字源顯示, 可顯示時間,日期及攝影機名稱

警報 動態偵測, 網路斷線, 破壞偵測,  IP 位址衝突,警報偵測,觸發SD card 錄影, email  或影像傳送至FTP 

協議 ONVIF 2.6 (PROFILE S, PROFILE G), CGI, RTSP, RTMP）

網路接口 1 RJ45 10M/100M/ 1000M 乙太網路

警報接口 一組

聲音輸入 一組

影像串流通信協定 TCP/IP, UDP, HTTP, HTTPS, FTP, DHCP, DNS, DDNS, RTP, RTSP, RTCP, PPPoE, NTP, UPnP, SMTP; 

SNMP v1/v2/v3, IEEE802.1X, IPv4/v6; SIP;

使用者連線 可同時8個使用者

韌體維護 遠端網頁更新

系統需求 WEB (Chrome, Safari, Firefox, IE, Edge on Windows/Linux/Mac OS); 
P2P for IOS and Android APP;

手機及PAD 支援 Iphone, Ipad, Android 

中央管理平台 64 路免費管理平台， 多路數搭配為選配

雲端網路伺服器平台 支援

SD card 錄影 支援 128GB micro SD / SDHC/SDXC  

智慧影像功能(選配) 人臉辨識, 音频異常、遮檔、越界 (電子圍籬)、入侵、物品遗留取走、場景變化的自動偵測和報警

操作溫度 -40°C – 60°C 濕度: 少於95% 

電源 DC12V ± 10%, PoE (802.3af)

電源消耗 最大 7.6W

紅外線有效距離 60 米

防水等級 IP67

體積 289.7*94*85.7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