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分析慧眼系列

Intelligent Analysis
人脸识别：人脸检测，特征分析，人脸比对，人证比对

车辆识别：车牌识别，车牌种类

客流分析：出入计数，区域统计

行为分析：佩戴墨镜，佩戴口罩，人员打斗，人员尾随，异物滞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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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2.7-13.5mm  5 倍光学 AF 镜头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LED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主码流 50Hz: PAL @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NTCS@30fps（1920×1080，1280×720）

辅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第三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慢快门

ROI 4 区域设置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Smart
Smart 功能 周界侦测、拌线侦测
专用智能

 » 深度学习算法前置化，以图片及视频资源为基础，通过机器自身提取目
标特征，形成深层学习的人脸图像。有效的提升了目标人脸的检出率。
 » 支持人脸抓拍功能，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 支持前端人脸比对；支持人脸库黑白名单管理
 » 支持最多 10000 张人脸的导入
 » 支持黑名单比对成功报警输出
 » 支持宽动态范围达 120dB，适合逆光环境监控
 » 支持 AF 电动变焦镜头，操作方便；支持白光暖光补光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APG-IVS-C85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火车站、汽车站、地铁进出口，小区、超市、银行出入口，宾馆、
关键道路、通道进出口等。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智能人脸筒型网络摄像机

人脸检测 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人脸抓拍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
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人脸比对 支持前端人脸比对模式切换
人脸库分类 黑白名单管理
人脸库容量 10000 张人脸的导入 , 单张人脸不小于 128X128 分辨率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FTP,DHCP,DNS,DDNS,RTP,RTSP,RT
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RTM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CGI，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IP 黑白名单，断网本地存储，断网续传，
最大 20 路预览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可内置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30W
尺寸 227*121*100mm
重量 1K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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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4 路人脸识别路数接入
 » 软件采用深度学习算法
 » 双千兆独立网口
 » 采用高性能处理器以及服务器专用 ECC 内存
 » 支持多主动注册服务
 » 系统有独立的 IPMI 管理网口 , 可实现远程管理
 » 支持 1+1 扩展冗余电源方案，扩展性更强
 » 刀片式 450MM 短机箱，便于上架，适用于大部分机柜；短小紧凑 1U 机

箱，适应场合更广
 » 控制器单独支持 2.5 寸系统盘位，可做系统盘或缓存使用，不浪费整体

存储盘位；
 » 采用免工具模块化，无任何接线，单独
 » 控制器盒，易拔插的结构，安装维护更
 » 方便，稳定性可靠

APG-IVS-88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集光安防人脸识别系统是基于深度学习技术自主研发的成熟产品，该系
统可以通过前端设备的私有协议、ONVIF 协议等接入视频码流，人脸识别
服务器对接收到的实时码流进行解码并实现人脸抓拍、人脸识别、人脸比
对等功能。实时捕获到的人脸图片可以建立动态人脸数据库，同时能够实
现黑名单的报警，让安保人员第一时间进行干预处理。

»» 产品特点

人脸识别系统

性能

设备管理能力 1-4 路人脸识别系统

主机

处理器 英特尔高性能 64 位多核处理器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主硬盘  SSD 电子硬盘

内存 4GB ECC 金士顿服务器专业内存（可扩充 64G）

网卡 2 路 千兆

视频输出 1xVGA

音频输出 选配

扩展

网络 2×RJ45 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存储 选配支持扩展柜

CD-ROM/ 软盘驱
动器 可选外置光软驱

管理方式 1 个 RJ45 管理接口（IPMI）

OS

Windows N/A

Linux N/A

其他

电源 550W 白金牌效率电源 , 支持热插拔更换（支持 1+1 扩
展冗余电源）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 5℃ ~ 40℃；非运行温度：-40℃ ~ 70℃

环境湿度 运行湿度：35%~80% ； 非运行湿度：20% ~ 90% 

安装 1U 高度 标准机架式

尺寸 ( 长 / 宽 / 高 ) 450mm/430mm/44mm（机箱）
540mm/540mm/170mm（外包装）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 <50 Dba；环境温 <28℃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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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内嵌 ATM 智能分析告警模块，高稳定性和安全性
 » 采用先进的、自主研发的智能视觉分析技术
 » 实时分析，确认事件立刻触发告警，灵敏度高
 » 联动 DVR、NVR、ATM 取款机、矩阵等外界设备
 » 支持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格式；支持数字前端接入
 » 人脸检测、不明物滞留、异常行为等多种检测规则
 » 平均检测准确率＞ 95%，误报率＜ 5%
 » 提供报警快照等多种报警信息；提供 RS485、RS232 和双以太网口
 » 采用强大的参数配置工具，可根据具体环境进行针对性设置
 » 支持多种联网模式 : 静态 IP，DHCP，PPPOE 等
 » 根据需求提多路处理通道
 » 可集成多种感应探测器、报警器、控制器等其它监控设备
 » 网络通讯断开时可进行报警信息缓存
 » 支持云台，镜头控制

APG-IVS-8000

»» 技术规格

»» 应用场所
 » APG-IVS-8000 系列是集光安防针对金融行业 ATM 自助厅推出的一款高

性能智能视频分析服务器。设备采用高可靠设计，智能视频分析服务器在
7*24 小时全天候无人值守的情况下，采用事件设定 + 检测识别 + 告警触发
的视觉智能化解决方案，结合机器眼监控 触发视频录像或图片抓拍 多通
道告警信息传输的系统服务流程，最大程度减少安保人力资源、网络带宽
资源和系统存储资源

»» 产品特点

视频分析服务器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视频参数
视频接入 4/8/12/16 路 IP 接入
视频编码 H.265/H.264/MPEG
画面显示 1/2/4/8/16 画面显示
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视频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 ( 其中一路支持 4K 输出 )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音频输出 1 路
智能分析

智能分析功能
异常人脸检测，ATM 面板检测，异常行为检测，滞留
物检测，出入口人脸抓拍，视频异常检测，人员聚集
人脸叠加，加钞间人数异常检测等

报警信息
报警相应时间 ＜ 1 秒（可调）
报警缓存 最大 128 组报警信息
检测性能
算法检测正确率 ＞ 95%
算法误报率 3% 至 5% 以内（视环境和目标不同）
算法漏报率 1% 至 3% 以内（视环境和目标不同）

应用环境
检 测 最 低 光 照 要
求 不小于 1LUX（彩色）/ 0.1LUX（黑白

检测抗抖性能 最大振幅不超过 20 个像素（CIF 画质下）
外部 I/O
硬盘 内置 1 个 1TB SATA 硬盘
报警输入 16 组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DC12V/3A 
功耗 ＜ 15W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20℃～ +60℃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1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44 ( 高 )mm
重量 2.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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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 8 种摄像机常见故障检测，偏色检测、对比度检测、图像过亮、图
像过暗、失焦检测、移动侦测、视频遮挡、视频丢失
 » 支持第三方设备接入，标准 ONVIF 协议及主流 HK、DH、XM 私有协议
 » 支持 H.265/H.264 混合接入检测
 » 通过网页管理配置，配置简单便捷方便使用
 » 检测算法可根据星期、时间段灵活配置检测时间
 » 检测设备可根据不同需求灵活配置检测算法
 » 可支持 1000 路设备管路，轮训检测 20 分钟左右检测完成
 » 诊断异常可支持抓图和记录查询，并支持记录导出
 » 视频质量诊断服务器后端集中分析，部署方便

APG-IVS-8100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智能视频异常分析服务器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检测性能

视频管理 1000 路

视频格式 H.265/H.264

视频像素 1080P/720P/D1/CIF

智能分析 偏色检测、对比度检测、图像过亮、图像过暗、失焦检测、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视频丢失

网络协议

支持协议 CGI、ONVF、HK、DH、XM

外部接口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电气特性

电源 DC12V/3A 

功耗 ＜ 15W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20℃～ +60℃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标准 1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44 ( 高 )mm

重量 2.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应用场所
 » 智能视频异常分析服务器提升了网络视频监控的系统运维效率，可广泛

应用于金融、交通、公安、楼宇、文教卫等行业的系统项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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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深度学习算法前置化，以图片及视频资源为基础，通过机器自身提取目
标特征，形成深层学习的人脸图像。有效的提升了目标人脸的检出率。
 » 支持人脸抓拍功能，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 支持 1 路后端人脸比对
 » 支持人脸库黑白名单管理
 » 支持最大 10000 张人脸的导入 , 单张人脸不小于 128X128 分辨率
 » 支持黑名单比对成功报警输出
 » 全面支持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2 个千兆网卡
 » 320M 接入 /320M 存储 /256M 转发

APG-IVS-8600-1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智能人脸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20M 接入 /320M 存储 /256M 转发
专用智能
检测路数 1 路
人脸检测 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人脸抓拍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
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抓图分辨率 （1920*1080/1280*720）及质量可选，适应网传
人脸比对 支持 NVR 人脸比对模式切换
人脸库分类 黑白名单管理
人脸库容量 10000 张人脸的导入 , 单张人脸不小于 128X128 分辨率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eSATA
视频
视频输入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BNC
音频输出 1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硬盘
硬盘 8 块硬盘
eSATA 接口 2 个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硬盘安装 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2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88( 高 )mm
重量 6.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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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客流量统计功能，可以分别统计进入和离开人数
 » 支持客流量阀值后报警联动
 » 客流统计表支持图状表格式显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 / 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APG-IPC-D7401J-28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在银行大厅、车站大厅、企事业单位服务大厅出入口、商场、卖
场等人流量较多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暴半球型客流统计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2.8mm

快门 1/10~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PAL@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客流统计

客流统计 可以分别统计进入客流和离开客流的数量统计

客流阀值报警 客流超过阀值后支持报警（录像，抓图，云台等等）

统计显示 客流统计支持图像以及表格状态显示（平台统计）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RCA 音频输入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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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支持客流量统计功能，可以分别统计进入和离开人数
 » 支持客流量阀值后报警联动
 » 客流统计表支持图状表格式显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 / 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最远红外距离可达 20M

APG-IPC-E7401J-0400-I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在银行大厅、车站大厅、企事业单位服务大厅出入口、商场、卖
场等人流量较多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暴半球型客流统计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快门 1/10~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PAL@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楼显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客流统计

客流统计 可以分别统计进入客流和离开客流的数量统计

客流阀值报警 客流超过阀值后支持报警（录像，抓图，云台等等）

统计显示 客流统计支持图像以及表格状态显示（平台统计）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RCA 音频输入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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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5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M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车牌识别支持，车牌种类、检测区域、检测车道数、抓拍信息叠加、联

动功能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VS-B92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小区、商场等停车场出入口。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车牌抓拍识别网络摄像机

车牌识别

车牌种类 蓝牌，黄牌，新能源

检测区域 画面进行任意框选

检测车道数 最小半车道，最大 3 车道

抓拍信息叠加 车牌号、抓拍时间，进行图片叠加

联动功能 报警输出、RS485 可联动出入口设备（需进行对接开发）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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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全景做监控覆盖、特写满足人脸抓拍，实现对场景中运动目标图片的覆
盖提取
 » 深度学习算法前置化，以图片及视频资源为基础，通过机器自身提取目

标特征，形成深层学习的人脸图像。有效的提升了目标人脸的检出率。
 » 支持人脸抓拍功能，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 全局相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特写相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20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APG-IVS-PT8600

»» 应用场所
 » 适用于火车站、汽车站、地铁，小区、超市、银行出入口，宾馆、关键道路、

通道进出口等需要大范围监控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全局 +200 万特写网络摄像机

»» 技术规格

全局参数
传感器 1/3" CMOS
镜头参数 4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
0.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主码流 50Hz: PAL @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NTCS@30fps（1920×1080，1280×720）

辅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第三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慢快门

ROI 4 区域设置

压缩标准 H.265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Smart 功能 周界侦测、拌线侦测
特写参数
传感器 1/3"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最低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红外距离 200 米

主码流 50Hz: PAL @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NTCS@30fps（1920×1080，1280×720）

辅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第三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慢快门

ROI 4 区域设置

压缩标准 H.265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Smart 功能 周界侦测、拌线侦测
专用智能
人脸检测 可同时对多张人脸进行检测及抓拍

人脸抓拍 支持人脸跟踪及评分，多帧识别，自动筛选输出最优
人脸，降低重复抓拍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FTP,DHCP,DNS,DDNS,RTP,RTSP,RT
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RTM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CGI，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IP 黑白名单，断网本地存储，断网续传，
最大 20 路预览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可内置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60W
重量 2KG
防护等级 IP66

T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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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焦距 5.4-108mm，20 倍 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5-F2.7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日夜转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阈
值控制，翻转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50HZ:25fps(1920x1080) 60HZ:30fps(1920x1080) 

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曝光补偿，增益，坏点补偿，
守望，掉电记忆，花样扫描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2D  /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 车牌识别支持，车牌种类、检测区域、检测车道数、抓拍信息叠加、联
动功能
 » 超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20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5.4-108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车牌识别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功能扩展方便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平台及其他设备

APG-IVS-9220C-L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小区、商场等停车场出入口。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车牌抓拍识别一体化机芯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接入协议 ONVIF2.4，GB/T28181（可选）， FV 协议（私有）
双码流 1080P/720P+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车牌识别
车牌种类 蓝牌，黄牌，新能源
检测区域 画面进行任意框选
检测车道数 最小半车道，最大 3 车道
抓拍信息叠加 车牌号、抓拍时间，进行图片叠加
联动功能 报警输出、RS485 可联动出入口设备（需进行对接开发）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包括网口、RS485、RS233、CVBS、Alarm 
In/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 外 通 信 RS232 接 口， RS485 接 口，Pelco 协 议 ，
VISCA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60*91.8mm



网络摄像机

IP Camera

02
H.265/H.264 兼备可选模式，支持多码流技术

支持最新 Onvif 协议及 GB/T28181 标准

枪型，半球，筒型，球机

各形态适用各种环境应用

基础智能：报警联动，移动侦测，周界绊线

硬件接口：双向音频，报警输入输出， RS485

功能模式：除雾功能，走廊模式，畸变矫正

供电方式：AC24 ,DC12，POE

私有云平台，公有云平台主动注册双支持



13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4000*3000\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
1920×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4000*3000 @ 20fps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200 万高像素；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912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1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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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1920×108
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800 万像素；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98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8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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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
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3072×2048\2592×1944\2048×1536\1080P(1920×
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3072×2048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600 万像素；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96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6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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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02Lux @(F1.2,AGC ON) 彩色
0.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5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星光级低照度；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82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50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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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5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721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50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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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4000*3000\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
1920×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4000*3000 @ 20fps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M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 支持 MBF，手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200 万高像素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9120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1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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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02Lux @(F1.2,AGC ON) 彩色，
0.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5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M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 支持 MBF，手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星光级低照度；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820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20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265 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5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M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 支持 MBF，手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 2in/2out 报警功能；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人脸识别、物品遗留 / 失、场景变更、失焦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520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45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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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超清画质
 »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2560×192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本地模拟输出，方便安装调节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5501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8"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60x1920，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2560x1920 @ 30 fps 

宽动态 110dB

水平分辨率 12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31*80.2*64mm

重量 42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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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网络摄像机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64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本地模拟输出，方便安装调试
 » AC 24V / DC 12V 自适应及 POE，多种供电模式

APG-IPC-B5200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室内场所，特别适用于明暗交合处，如银行柜台、超市正门、酒
店大厅等需要高清监控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枪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2D/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数字宽动态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8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64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31*80.2*64mm

重量 42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建议使用支架 1301N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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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91211S-3611-I9

 » 支持 AF 镜头，自动聚焦
 » 支持 Smart IR 距离可达 90M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200 万高像素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1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3.6-11mm  3 倍光学 AF 镜头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90M Smart IR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4000*3000\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
1920×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4000*3000 @ 20fps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15W

尺寸 227*121*100mm

重量 1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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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9811S-3611-I9

 » 支持 AF 镜头，自动聚焦
 » 支持 Smart IR 距离可达 90M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800 万高像素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8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3.6-11mm  3 倍光学 AF 镜头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90M Smart IR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1920×108
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15W

尺寸 227*121*100mm

重量 1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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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9611S-3611-I9

 » 支持 AF 镜头，自动聚焦
 » 支持 Smart IR 距离可达 90M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600 万高像素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6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镜头参数 3.6-11mm  3 倍光学 AF 镜头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90M Smart IR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
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3072×2048\2592*1944\2048*1536\1080P(1920×10
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3072×2048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15W

尺寸 227*121*100mm

重量 1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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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5201S-2812-I5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IP66 防护等级
 » 超低照度
 »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本地模拟输出，方便安装调节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CMOS

镜头参数 φ14 接口  2.8-12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0.003Lux @(F1.2,AGC ON) ，0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5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7.5W

尺寸 316.13*86mm

重量 1100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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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3211S-2713-I9

 » 支持 AF 镜头，自动聚焦
 » 支持 Smart IR 距离可达 90M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2.7-13.5mm  5 倍光学 AF 镜头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1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90M Smart IR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主码流 50Hz: PAL @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NTCS@30fps（1920×1080，1280×720）

辅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第三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288）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慢快门

ROI 4 区域设置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Smart

Smart 功能 周界侦测、拌线侦测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FTP,DHCP,DNS,DDNS,RTP,RTSP,RT
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RTM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CGI，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IP 黑白名单，断网本地存储，断网续传，
最大 20 路预览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可内置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1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800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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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3200T-0400 (6/8/12)-I3(I6/I9)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 12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I3：30M；I6:60M；I9:9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CS@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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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3200S-0400(6/8/12)-I3(I6/I9)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 12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I3：30M；I6:60M；I9:9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CS@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POE/AC24V/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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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3400T-0400(6/8/12)-I3(I6/I9)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4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 12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I3:30 米；I6:60 米；I9:90 米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CS@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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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3400S-0400(6/8/12)SI3(I6/I9)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4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 12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I3：30M；I6:60M；I9:9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POE/AC24V/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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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 红外距离 60M

APG-IPC-C1200J-0400-I6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银行、工厂、小区、商场、机场、道路等光线较暗或无光照环境
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IP66 防护等级室外安装更加可靠。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6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CS@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NA/NA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RCA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NA

视频输出 NA

存储 NA

一般范围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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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APG-IPC-C1100J-0400-I6 (6/8)

 » 最高 1280×960 分辨率 
 » 逐行扫描 CMOS
 » 支持镜像
 » 宽动态，背光补偿，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移动侦测
 » 支持 Bmp 抓图
 » 标配镜头：4mm 固定光圈镜头（6mm、8mm 可选）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超市、酒店、工厂、网吧、仓库、园区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130 万红外筒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60 M

日夜转换 自动 , 定时 , 阈值控制

图像参数

像素 1280×960

帧率 最高 1280×960@ 25 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光补偿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断网，IP 冲突，无硬盘，硬盘错误，硬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FTP,DHCP,DNS,DDNS,RTP,RTSP,RT
CP,NTP,UPnP, SMTP

接入协议 ONVIF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8Mbps

接口定义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不支持

一般范围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 7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49K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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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支持矫正全景或局部画面，支持多种输出模式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200 万高像素
 » 采用超广角镜头，可用于拍摄 360°画面，无盲区监控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F91201S-I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工业设计外观，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
博物馆等需要高清无盲区的监控场所。

»» 产品特点

1200 万全景鱼眼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7" CMOS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20 米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4000*3000\3840*2160\2592*1944\2048*1536\1080P(
1920×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4000*3000 @ 20fps \3840*2160 @ 25fps

宽动态 120dB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
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15W

重量 0.8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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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3 倍光学变焦 自动聚焦
 » 星光级低照效果
 » 最大分辨率 1920X1080
 » 支持 H.265 / H.264 / MJPEG 视频压缩编码
 » 支持 10 项智能功能
 » 支持超宽动态，适合逆光环境
 » 支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光照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三码流，最大支持 20 路取流
 » 支持走廊模式，适应纵长过道环境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区域遮挡，去雾，电子防抖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支持防雷、防浪涌、防静电，IP67 防护等级

APG-IPC-E3211S-331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光线较暗或
无光照环境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3.3-10mm  3 倍光学变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彩色 0.003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高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支持自动、彩色、黑白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主码流 50Hz: PAL @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NTCS@30fps（1920×1080，1280×720） 

辅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X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X288）

第三码流 50Hz: PAL @ 25fps（720×576，352X288）
60Hz :NTCS@30fps（720×576，352X288）

宽动态 普通宽动态 100dB ，超级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日夜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光敏电阻、外部触发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慢快门，畸变矫正，电子防抖，
镜头初始化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半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MJPEG（子码流支持）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 /AAC
智能

智能功能 周界侦测、绊线侦测、物品遗留侦测、物品拿取侦测、
场景变更侦测、虚焦侦测、人脸侦测、

网络功能

报警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网线断，硬盘错误，IP 冲突，
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
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CGI，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IP 黑白名单，断网本地录像，三码
流最大 20 路预览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POE/AC24V/
功耗 <9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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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D3400S-28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要求高清画
质的场所，广角镜头适用电梯。

»» 产品特点

400 万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2.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红外距离 不支持

日夜转换 支持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POE/AC24V 

功耗 <7.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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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E3400T-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要求高清画
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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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E3400S-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要求高清画
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POE/AC24V 

功耗 <7.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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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E3200S-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要求高清画
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POE/AC24V 

功耗 <7.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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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E3200T-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金融、政府、学校、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要求高清画
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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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防暴、坚固耐重力冲击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超低照度
 » 超低照度，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D5201S-281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防暴外壳设计，坚固耐重力冲击 , 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
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需要高清监控的且需要防暴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CMOS

镜头参数 φ14 接口  2.8-12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0.003Lux @(F1.2,AGC ON) 彩色
0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
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φ126.4*113 mm

重量 606g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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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防暴、坚固耐重力冲击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超低照度
 » 超低照度，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E5201S-2812-I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防暴外壳设计，坚固耐重力冲击 , 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
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需要高清监控的且需要防暴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CMOS

镜头参数 φ14 接口  2.8-12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0.003Lux @(F1.2,AGC ON) 彩色
0Lux @(F1.2,AGC ON) 黑白

红外 20 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
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 最新，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φ126.4*113 mm

重量 606g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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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网络摄像机

 » 防暴、坚固耐重力冲击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64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AC 24V / DC 12V 自适应及 POE，多种供电模式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APG-IPC-D3201S-281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防暴外壳设计，坚固耐重力冲击 , 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
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需要高清监控的且需要防暴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CMOS

镜头参数 φ14 接口  2.8-12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2D/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数字宽动态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
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2.4，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64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φ126.4*113 mm

重量 606g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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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网络摄像机

 » 防暴、坚固耐重力冲击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超低照度
 » 超低照度，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E3201S-2812-I2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防暴外壳设计，坚固耐重力冲击 , 适用于金融、超市、电信、政府、学校、
机场、工厂、酒店、博物馆等需要高清监控的且需要防暴的室内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暴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CMOS

镜头参数 φ14 接口  2.8-12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照度 0.003Lux @(F1.2,AGC ON) 彩色
0Lux @(F1.2,AGC ON) 黑白

红外 20 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30 fps

宽动态 115dB

水平分辨率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
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 最新，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

音频压缩码率 8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φ126.4*113 mm

重量 606g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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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网络摄像机

 » 最高 1280×960 分辨率 
 » 逐行扫描 CMOS,
 » 支持镜像
 » 宽动态，背光补偿，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移动侦测
 » 支持 Bmp 抓图
 » 标配镜头：4mm 固定光圈镜头（6mm、8mm 可选）

APG-IPC-E1100J-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超市、酒店、工厂、网吧、仓库、园区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130 万红外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20 M

日夜转换 自动 , 定时 , 阈值控制

图像参数

像素 1280×960

帧率 最高 1280×960@ 25 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光补偿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断网，IP 冲突，无硬盘，硬盘错误，硬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FTP,DHCP,DNS,DDNS,RTP,RTSP,RTCP
,NTP,UPnP, SMTP

接入协议 ONVIF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接口定义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不支持

一般范围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 7W

尺寸 Φ118*86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N/A

备注 本产品不含电源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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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4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安装方便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 抓图

APG-IPC-E1200J-0400 (6/8)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电梯、道路、仓库、地下停车场、酒吧、管道、园区等光线较暗
或无光照环境且要求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半球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2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N/A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P
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N/A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RCA 音频输入

音频输出 N/A

视频输出 N/A

存储 N/A

一般范围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Φ118*86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N/A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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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33 倍光学变焦
 » 防水等级 IP66
 » 150M 红外距离
 » 支持全功能接口

APG-SD-7D233-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路、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安、
司法、监狱、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33 倍

光学变焦 4.6-152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最小物距 Wide 1.5m ,Tele 1.5m

视场角 水平 60.08-2.08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5.32-1.18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3~93°，自动翻转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05° ~120° /s，垂直 :0.05° ~120° /s

预置位 255 个，预置位精度 ±0.5°

巡航云台功能 8 条（每条 18 个预置位）

线性扫描 1 条（左右边界可设）

红外距离 150 米，根据焦距可变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功能

音频 1 路输入，1 路输出

报警 1 路输入，1 路输出

模拟输出 支持

一般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0℃ -+55℃ <90%

电源供应 AC24V±10%

功耗 <30W

尺寸 φ196*283.5mm

重量 3k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B: 壁装 ; D: 吊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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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星光级低照 0.002 Lux
 » 大靶面 1/1.8“ CMOS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32 倍光学变焦
 » 超低照度
 » 支持 H.265 编码，实现超低码流传输
 » 防水等级 IP66
 » 150M 红外距离

APG-SD-7D232-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路、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安、
司法、监狱、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星光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32 倍

光学变焦 6-192mm

变焦速度 ≈ 5S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球体参数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61.2-2.32 度 ( 广角 - 望远 ) 

最低照度 0.002Lux @(F1.5,AGC ON) 彩 色 ，0.0002Lux @
(F1.5,AGC ON) 黑白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0~93°，自动翻转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1° ~120° /s，垂直 :0.1° ~120° /s

预置位 255 个

巡航云台功能 8 条

线性扫描 1 条

红外距离 150 米，分两段开启

网络功能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压缩标准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音频 支持

一般范围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工作环境温度 -20℃ -+55℃ <90%

电源供应 AC24V±10%

功耗 <25W

尺寸 Φ210.0 (mm)×310.0(mm)

重量 6.5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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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33 倍光学变焦
 » 防水等级 IP66/ 二级防雷，4000V 防浪涌设计
 » 150M 红外距离

APG-SD-6D233-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路、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安、
司法、监狱、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33 倍

光学变焦 4.6-152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最小物距 Wide 1.5m ,Tele 1.5m

视场角 水平 60.08-2.08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5.32-1.18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5° ~90°，自动翻转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01° ~120° /s，垂直 :0.01° ~35° /s

预置位 255 个，预置位精度 ±0.5°

巡航云台功能 8 条（每条 32 个预置位）

线性扫描 1 条（左右边界可设）

红外距离 150 米，分两段开启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一般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0℃ -+55℃ <90%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25W

尺寸 φ213.5*279.5mm

重量 6.5k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B：壁装 ； D：吊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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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20 倍光学变焦
 » 防水等级 IP66/ 二级防雷，4000V 防浪涌设计
 » 150M 红外距离

APG-SD-6D220-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路、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安、
司法、监狱、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最小物距 Wide 1.5m ,Tele 1.5m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10~90°，自动翻转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01° ~120° /s，垂直 :0.01° ~35° /s

预置位 255 个，预置位精度 ±0.5°

巡航云台功能 8 条（每条 32 个预置位）

线性扫描 1 条（左右边界可设）

红外距离 150 米，分两段开启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一般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0℃ -+55℃ <90%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25W

尺寸 φ213.5*279.5mm

重量 6.5kg

防护等级 IP66

备注 B: 壁装 ; D: 吊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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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65 网络摄像机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20 倍光学变焦
 » 防水等级 IP66/ 二级防雷，4000V 防浪涌设计
 » 150M 红外距离

APG-SD-6D420-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道路、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安、
司法、监狱、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的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高清网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2592×152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变焦速度 ≈ 3S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5Lux @(F1.2,AGC ON) 黑白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10~90°，自动翻转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01° ~120° /s，垂直 :0.01° ~35° /s

预置位 255 个，预置位精度 ±0.5°

巡航云台功能 8 条（每条 32 个预置位）

线性扫描 1 条（左右边界可设）

红外距离 150 米，分两段开启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一般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0℃ -+55℃ <90%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25W

尺寸 φ213.5*279.5mm

重量 6.5kg

备注 B: 壁装 ;　D: 吊装

»» 产品尺寸



特殊应用产品

Special Purpose Products

03
4G

支持移动，联通，电信，解决网络布线困扰

支持 H.265 高效压缩技术，

应用场景：河流，森林，公路，港口，等

物联探测：电梯运行，楼层计算，MAC 探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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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 4G 网络传输，向下兼容 3G （全网通）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精密步进电机驱动，运转平稳，反应灵敏，定位准确
 » 20 倍光学变焦
 » 防水等级 IP66
 » 80M 红外距离

APG-SD-6D220-4G-HIB(D)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森林、油田、野外等无网络场景，采用 4G 网络传输。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 4G网络红外智能高速球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  / 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最小物距 Wide 1.5m ,Tele 1.5m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3-93°
水平键控制速度 水平 0.05º~120º/S，垂直 0.05º~120º/S
预置位 255 个
巡航云台功能 6 条 *16 个预置点
线性扫描 1 条，左右边界可设
自学习 1 条，最长 2 分钟操作
红外距离 80 米，根据焦距可变
红外角度 多组透镜组合
无线属性

无线标准 移动 TD-LET,TD-SCDMA , 联通 FDD-LET,WCDMA , 电信
FDD-LET, CDMA

SIM 卡槽 1 个（内置）
天线接口 2 个
支持运营商 全网通
连接方式 web 配置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联动 E-mail
支持协议 TCP,UPNP,IP,HTTP,DHCP,PPPoE,RTSP,FTP,DDNS,NTP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信息显示 镜头放大倍数、日期时间显示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一般范围
工作环境温度 -20℃ ~+65℃ <95%
电源供应 AC24V
功耗 <30W
尺寸 φ196*283.5mm
重量 3kg
防护等级 IP66
可选支架 壁装 / 吊装支架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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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6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无线属性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4G 网路传输，向下兼容 3G（全网通）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7211S-4G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森林、油田、野外等无网络场景，采用 4G 网络传输。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 4G网络摄像机

无线标准 移动 TD-LET,TD-SCDMA , 联通 FDD-LET,WCDMA , 电信
FDD-LET, CDMA

SIM 卡槽 1 个（内置）
天线接口 2 个
支持运营商 全网通
连接方式 web 配置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50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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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CMOS
镜头参数 C/CS 接口，镜头可选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自动光圈 DC 驱动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彩色
0.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 ，1280×720
帧率 最高 1920×1080 @ 60 fps
宽动态 120dB
水平分辨力 1000TVL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ABF 支持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人脸识别，车牌识别，物品遗留遗失，
失焦、偏色检测，物体跟踪，场景变换检测

支持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无线属性

 » H.265 编码，极大节省数据存储量
 » 支持 1080P，运动图像更流畅；
 » 支持区域入侵、区域拌线、透雾、场景变化等智能分析功能；
 » 支持走廊模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 120dB 光学宽动态，满足高反差场景监控需求；
 » WIFI 网络传输
 » 支持 ABF，自动后调焦功能；
 » 支持透雾、强光抑制等功能；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APG-IPC-B7211S-W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网络布线不便、增补监控点等场景。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枪型WIFI 网络摄像机

无线标准 IEEE 802.11b / g / n
频率范围 2.4 ～ 2.4835GHz
信道带宽 20MHz 和 40MHz
安全 WPA、WPA2
传输距离 50 米（无遮挡无干扰 , 因环境而异）
天线接口 1 个
连接方式 web 配置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4/H.265： Baseline ，Main Profile ，High 
Profile，MJPEG

压缩输出码率 64 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AAC、G711U、G726
音频压缩码率 8/16K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2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1Vp-p Composite Output（75Ω/BNC）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AC 24V±10% / DC 12V±25% / POE
功耗 <5.5W
尺寸 157*77*64mm
重量 500g
备注 本产品不含镜头，支架，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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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APG-IPC-C3200J-MAC-0400(6/8/12mm)-I3(6/9)

 » 支持 MAC 地址探测，并记录进入、离开时间；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2D/3D 数字降噪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EPG 抓图
 » IP66 防护等级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雪亮工程等平安城市项目。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筒型MAC探测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6/8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I3：30 米，I6：60 米，I9：90 米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CS@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MAC 地址探测

支持探测设备 安卓、苹果、PAD、PC

探测数据
移动终端 MAC 地址、出现时间、离开时间、移动终端
距离探测设备的大概距离、移动终端已连接的 AP 设
备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IP 冲突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32Kbps~16Mbps

接口定义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RCA 音频输入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7.5W

尺寸 193.2*95*95.1mm

重量 0.65Kg

防护等级 IP66

»» 产品尺寸



57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特殊应用产品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3.7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1Lux @(F2.5,AGC ON) , 黑白 0.001 Lux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2D/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宽动态 ≥ 120dB

白平衡 自动，手动，晴天，阴天，黄昏，白炽灯，钠灯，日光灯，
一次跟踪，自动跟踪等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超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畸变矫正，电子防抖，
辅助聚焦，走廊模式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采用 H.265 High profile 编码，压缩比高，超低码流
 » 超级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感兴趣区域编码，保证有用图像质量，节省存储空间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内置高灵敏麦克风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适用不同应用方案

APG-IPC-G5201T-37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 ATM 取款机、银行、监狱、电梯、大厅、商铺、小区等需要隐蔽
监控的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针孔型网络摄像机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RS485 1 路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33mm*31mm*47mm

重量 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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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3.7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1Lux @(F2.5,AGC ON) , 黑白 0.001 Lux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2D/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宽动态 ≥ 120dB

白平衡 自动，手动，晴天，阴天，黄昏，白炽灯，钠灯，日光灯，
一次跟踪，自动跟踪等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畸变矫正，电子防抖，辅助聚焦，
走廊模式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 采用 H.265 High profile 编码，压缩比高，超低码流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感兴趣区域编码，保证有用图像质量，节省存储空间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镜像，走廊模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适用不同应用方案

APG-IPC-G5200T-37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 ATM 取款机、银行、监狱、电梯、大厅、商铺、小区等需要隐蔽
监控的场所。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针孔型网络摄像机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RS485 1 路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45mm*42mm*54mm

重量 0.2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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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车位车牌识别
 » 支持网络同链路连接，内置网络旁路功能，设备故障或者断电后，链路

可正常通信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D7401J-CWB-04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室内外停车场车位检测等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网络高清车牌识别半球型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电梯楼显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网络链路功能 支持网络同链路连接，内置网络旁路功能，设备故障或
者断电后，链路可正常通信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车牌识别

车牌识别 蓝牌、黄牌、新能源车

检测区域 画面进行任意框选

检测车位数 最大支持 3 车位

抓拍信息叠加 车牌号、抓拍时间、图片叠加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NA

通讯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RS485 接口 支持

音频输入 / 输出 NA

视频输出 NA

存储 NA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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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客户端和手机远程监控
 » 支持车位车牌识别
 » 支持网络同链路连接，内置网络旁路功能，设备故障或者断电后，链路

可正常通信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双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IP67 防护等级

APG-IPC-D7401J-CWB-28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室内外停车场车位检测等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网络高清车牌识别半球型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2.8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2,AGC ON)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电梯楼显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
P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网络链路功能 支持网络同链路连接，内置网络旁路功能，设备故障或
者断电后，链路可正常通信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车牌识别

车牌识别 蓝牌、黄牌、新能源车

检测区域 画面进行任意框选

检测车位数 最大支持 3 车位

抓拍信息叠加 车牌号、抓拍时间、图片叠加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 输出 NA

通讯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RS485 接口 支持

音频输入 / 输出 NA

视频输出 NA

存储 NA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5W

尺寸 116.3*87.5mm

重量 0.45Kg

防护等级 IP67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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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应用产品

 » 电梯专用，集成楼显功能
 » 最大支持 250 层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2592×1520 分辨率 ,
 » 三轴调节，方便安装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
 » 支持 BMP、jpg 抓图
 » 支持最大 128G class10 TF 卡本地存储

APG-IPC-D7401S-LX-280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专用于电梯监控场所。

»» 产品特点

400 万防暴半球型电梯楼显网络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2.8mm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光圈
照度 0.05ux @(F1.2,AGC ON) ,0.01lux @(F1.2,AGC ON) 黑白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阈值控制，翻转
数字降噪 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2592×1520 ，2304×1296，1920×1080，1280×720
帧率 最高 2592×1520 @ 30 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翻转，背光补偿，强光抑制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
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三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压缩标准 H.265 、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存储功能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报警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个 RS485
音频输入 / 输出 1 路 /1 路
视频输出 1 路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 POE /AC24V
功耗 <5W
尺寸 φ116.3*87.5 mm
重量 450g
传感器参数
显示楼层数 总楼层 250
通信协议 RS485
传感器类型 光 / 磁一体传感器
应答时间 小于 1ms
接口定义
配置接口 1 路 USB
通讯接口 1 个 RS485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20℃ ~5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2.4
尺寸 65*65*33mm
重量 70g

»» 产品尺寸



一体化机芯

Integrated Core

04
产品特点：200 万、400 万、1200 万全系列 ，

专业聚焦算法快速精准，标准云台协议对接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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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6~180mm，30 倍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6~F4.6
水平视场角 61.2~2.32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5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4000*30\3840*2160\002592*1944\2048*1536\1080P(
1920×1080\1280 × 720)

帧率 最高 4000*3000 @ 20fps \3840*2160 @ 25fps

照度 0.002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02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电子防抖，畸变校正，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 超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1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4000×3000
 » 30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6-180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功能扩展方便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平台及其他设备

APG-IPZM-8123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1200 万 30 倍网络一体化机芯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 

三码流
主码流：1200 万 /800 万 /1080P/720P
辅码流：D1/CIF
三码流：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络、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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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6.21~198.72mm，32 倍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5~F4.3
水平视场角 61.2~2.32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5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码流：50Hz: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30fps(1920×1080,1280×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02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02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电子防抖，畸变校正，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 超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32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6.21-198.72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功能扩展方便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平台及其他设备

APG-IPZM-8232G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 32 倍星光网络一体化机芯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1080P/720P； 辅 码 流：D1/CIF； 三 码 流：
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络、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127*67*5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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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4.6-152mm，33 倍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6-F4.8
水平视场角 水平 60.08-2.08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码流：50Hz: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30fps(1920×1080,1280×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05Lux @(F1.5,AGC ON) 彩 色 ，0.0005Lux @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电子防抖，畸变校正，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 超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33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4.6-152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功能扩展方便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平台及其他设备

APG-IPZM-8233J-E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 33 倍高清网络一体化机芯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1080P/720P； 辅 码 流：D1/CIF； 三 码 流：
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络、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100*6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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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4.6-152mm，33 倍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6-F4.8
水平视场角 水平 60.08-2.08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码流：50Hz: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30fps(1920×1080,1280×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电子防抖，畸变校正，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 超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33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4.6-152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功能扩展方便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平台及其他设备

APG-IPZM-8233J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 33 倍高清网络一体化机芯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1080P/720P； 辅 码 流：D1/CIF； 三 码 流：
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络、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100*60mm

 



67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5.4-108mm，20 倍 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5-F2.7
水平视场角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码流：50Hz: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30fps(1920×1080,1280×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电子防抖，畸变校正，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 超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20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5.4-108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支持扩展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设备及平台

APG-IPZM-8220C-L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 20 倍高清网络一体化机芯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1080P/720P； 辅 码 流：D1/CIF； 三 码 流：
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络、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60*9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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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2.9"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5.4-108mm，20 倍 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5-F2.7
水平视场角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码流：50Hz: 25fps(1920×1080,1280×720) 
60Hz: 30fps(1920×1080,1280×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光补偿，
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 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2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1920×1080
 » 20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5.4-108mm 
 » 支持 16 倍数字变倍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支持扩展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设备及平台

APG-IPZM-8220C-E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200 万 20 倍高清网络一体化机芯

宽动态 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数字变倍 16 倍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1080P/720P； 辅 码 流：D1/CIF； 三 码 流：
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 / 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口、RS485、RS232、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60*91.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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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机芯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焦距 5.4-108mm，20 倍 光学变倍
光圈值 F1.5-F2.7
水平视场角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近摄距离 100mm-1500mm( 广角 - 望远 )
变倍速度 大约 3 秒 ( 光学，广角 - 望远 )
日夜切换模式 双滤光片切换，自动，彩色，黑白

切换判定方式 图像算法，时间段，外部触发，报警输入触发，串口
触发

扫描系统 逐行扫描
参数设置

分辨率

主 码 流：50HZ:25fps(2592x1520，2304x1296，
1920x1080，1280x720)
60HZ:30fps(2592x1520，2304x1296，1920x1080，
1280x720) 
子码流：50Hz: 25fps(720×576,352×288)
60Hz: 30fps(720×480,352×288)

照度 0.05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 IE 浏览器调整

通用参数
区域遮挡，抗闪烁，去雾，走廊模式，镜像，翻转，
背光补偿，强光抑制，坏点补偿，守望，掉电记忆，
三维定位

ROI 4 区域设置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半自动 / 一次聚焦 ( 自动模式下生效 )

曝光模式 自动曝光 / 光圈优先 / 快门优先 / 手动曝光 / 低光优先
/ 高光优先

 » 超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 400 万像素，逐行扫描 CMOS
 » 最高分辨率 2592×1520
 » 20 倍光学变倍，焦距为 5.4-108mm 
 » 支持 3D 数字降噪
 » H.265 编码实现低码率
 » 聚焦快速准确
 » 支持强光抑制，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等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等
 » 支持最大 128G MicroSD 卡本地存储
 » 接口丰富，支持扩展
 » 方便接入球机，云台
 » 可接入主流设备及平台

APG-IPZM-8420K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适用于各种球机、云台等产品监控。

»» 产品特点»» 产品尺寸

400 万 20 倍高清网络一体化机芯

电子快门 1/25~1/100000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晴天 / 阴天 / 黄昏 / 白炽灯 / 钠灯 / 日光
灯 / 一次跟踪 / 自动跟踪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数字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数字降噪 3D
镜头初始化 内置
信号系统 PAL/NSTC
网络功能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智能功能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拌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RTSP，
PPPoE，SMTP，NTP，UPnP，SNMP，FTP，QoS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主动注册，CGI，DH 协议，HK
协议

三码流 主 码 流：400 万 /300 万 /1080P/720P； 辅 码 流：D1/
CIF；三码流：D1/CIF

音频压缩标准 G.711A、G.711U、G.726、AAC
视频压缩标准 H.265 / H.264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接口定义

接口 36pin FFC ( 网口、RS485、RS233、CVBS、Alarm In/
Out、Audio In/Out、USB、Power)

通信 对外通信 RS232 接口（VISCA 协议），RS485 接口（Pelco 
协议，FV 协议）

一般范围
工作温度 -10℃ ~60℃ , 湿度小于 90%( 无凝结 )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静态 2.5w 动态 4.5w
尺寸 50*60*91.8mm



能源产品

Energy Industry Application

05
应用场景：炼化厂，油气库，变电站，危化品库，加油站等

防爆标志：Exd IIC T6 Gb /ExtD A21 IP68

T80℃

防护等级：IP68

不锈钢材质，适合各种复杂环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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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6
 » 红外 80 米

APG-IPSD-FB621-A-R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SD-FB621-A-R 采用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良好
的抗腐蚀性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化工等具有爆炸性
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爆球型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HTTP，DHCP，DNS，DDNS，RTP，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雨刷功能 不支持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Ø242(L)*390(H)mm
红外距离 80M
重量 10kg
防护等级 IP68
可选支架 吊装或壁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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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6
 » 红外 80 米
 » 带雨刷功能

APG-IPSD-FB621-A-RS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SD-FB621-A-RS 采用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良
好的抗腐蚀性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化工等具有爆炸
性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红外防爆球型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雨刷功能 支持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Ø218(L)*273(H)mm
红外距离 80M
重量 10kg
防护等级 IP68
可选支架 吊装或壁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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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8

APG-IPSD-FB621-A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SD-FB621-A 采用防腐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良
好的抗腐蚀性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化工等具有爆炸
性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爆球型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防爆证号 GYB16.1516X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Ø218(L)*273(H)mm
重量 10kg
防护等级 IP68
可选支架 吊装或壁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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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8
 » 红外距离 30M

APG-IPC-FB8520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C-FB8520 采用防腐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良好
的抗腐蚀性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化工等具有爆炸性
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防爆红外半球型摄像机

光学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镜头参数 M12 接口  4mm /  6mm /8mm 选配

快门 1/25~1/100000

光圈 固定

照度 彩色 0.05Lux @(F1.6,AGC ON) , 黑白 0 Lux with IR

红外距离 最大 30M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定时

数字降噪 2D/3D 数字降噪

图像参数

像素 1920×1080，1280*720

帧率 50Hz: PAL @ 25fps ;60Hz :NTSC@30fps

图像调节 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色度等可调

图像设置 区域遮挡，宽动态、抗闪烁，去雾，镜像，翻转，背
光补偿，强光抑制、电梯楼显

字符叠加 支持通道名、日期时间、多行字符显示、叠加字符大
小位置可调 

ROI 4 区域设置

网络功能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断网，硬盘错误，
IP 冲突，磁盘满

支持协议 TCP/IP,RTSP,RTCP,HTTP,DNS,DDNS,DHCP,FTP,NTP,PP
PoE,SMTP,UPnP

接入协议 ONVIF，GB/T28181 、主动注册

通用功能 双码流，密码保护，心跳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 Main Profile  H.264 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接口定义

报警输入 1 路

报警输出 1 路

通讯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音频输入 1 路

音频输出 1 路

视频输出 支持

存储 TF Card 本地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工作温度 -20℃ - +60℃ , 湿度小于 95%( 无凝结 )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大气压力 80kPa ～ 106 kPa

电源供应 DC12V±10%

功耗 <7.5W

尺寸 115.5(L)*169(H)mm

重量 3Kg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方式 壁装或者吊装

»» 产品尺寸



75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6
 » 红外距离 80M
 » 可选支持雨刷

APG-IPTZ-FB621-A-R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TZ-FB621-A-R 采用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良好
的抗腐蚀性能，支持红外夜视功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
化工等具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爆红外云台一体化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雨刷功能 可选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448*266*355MM
红外距离 80M
重量 20kg
防护等级 IP66
可选支架 直立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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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IPC-FB8510
防爆护罩

防爆护罩

»» 产品尺寸

»» 产品尺寸

IPC-FB8510-B

»» 技术规格

防爆证号 GYB16.1518X

内腔尺寸 268(L)*70(W)*70(H)mm

外形尺寸 355(L)*Ø140(W)*142.5(H)mm

材料 外壳 304 或 316L 不锈钢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方式 壁装

供电方式 DC12V

接口 1 个 3/4" 出线孔

红外距离 50M

重量 4.2Kg

内腔尺寸 268(L)*70(W)*70(H)mm

外形尺寸 355(L)*Ø140(W)*250(H)mm

材料 外壳 304 或 316L 不锈钢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方式 壁装

供电方式 DC12V

白光距离 50M

重量 4.2Kg

»» 技术规格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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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IPC-FB8510-RW
防爆护罩

防爆护罩

»» 产品尺寸

»» 产品尺寸

IPC-FB8810

»» 技术规格

内腔尺寸 268(L)*70(W)*70(H)mm

外形尺寸 355(L)*Ø140(W)*250(H)mm

材料 外壳 304 或 316L 不锈钢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方式 壁装

供电方式 DC12V

接口 1 个 3/4" 出线孔

红外距离 50M

重量 4.2Kg

防爆证号 GYB16.1517X

内腔尺寸 320(L)*70(W)*70(H)mm

外形尺寸 470(L)*Ø172(W)*183(H)mm

材料 外壳 304 或 316L 不锈钢

防护等级  防护等级 IP68

安装方式 壁装或者吊装

供电方式 DC12V

接口 1 个 3/4" 出线孔

红外距离 80M

重量 10Kg

»» 技术规格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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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CB-FB3301W
防爆支架

»» 产品尺寸

材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厚度 4MM

长度 375MM

安装方式 壁装

»» 技术规格

防爆支架
CB-FB3302W

»» 技术规格

材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

厚度 4MM

长度 375MM

安装方式 吊装

承重 20Kg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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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CB-FB3303D
防爆支架

材质 304 不锈钢

尺寸 151.5*150mm

安装方式 吊装

重量 1.12Kg

»» 技术规格

防爆支架
CB-FB3305W

»» 技术规格

材质 304 不锈钢

厚度 5MM

尺寸 500*170mm

重量 5Kg

安装方式 壁装

»» 技术规格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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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CB-FB3306B
防爆支架

»» 产品尺寸

»» 产品尺寸

材质 冷轧 304 不锈钢

厚度 5MM

长度 478MM

安装方式 壁装

»» 技术规格

防爆支架
CB-FB4001W

»» 技术规格

材质 304 或 316L 不锈钢

外形尺寸 125*90*80MM

厚度 1.5MM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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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CH-FB201B
防爆接线盒

»» 产品尺寸

»» 产品尺寸

材质 304 不锈钢或者 316L

内腔尺寸 160*125mm

外形尺寸 277(L)*134(H)mm

出线规格  4 个 G-3/4// 出线孔

电气连接 最多 8-pin 接线端子

电压额定 250V/20A

入线项径 22~14AWG

安装方式 室内、室外壁挂安装

重量 约 4.6kg

防护等级  IP67

»» 技术规格

防爆接线盒
CH-FB202B

»» 技术规格

材质 304 不锈钢或者 316L

内腔尺寸 240(L)*220(W)*100(H)mm

外形尺寸 345(L)*270(W)*125(H)mm

出线规格  6 个 G-3/4// 出线孔

电气连接 最多 8-pin 接线端子

电压额定 250V/20A

入线项径 22~14AWG

安装方式 室内、室外壁挂安装

重量 约 8.8kg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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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RG-FB5001B
防爆软管

材质 304 不锈钢

阻燃性 支持

耐腐蚀性 支持

耐水 支持

耐老化 支持

出线规格 螺纹接口 G-3/4"(6 分管）

长度 1000MM

»» 技术规格

防爆软管
RG-FB5001S

»» 技术规格

材质 塑胶护套

阻燃性 支持

耐腐蚀性 支持

耐水 支持

耐老化 支持

出线规格 螺纹接口 G-3/4"(6 分管）

长度 700MM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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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MON-FB19
防爆监视器

材质 不锈钢 304 或 316L

外形尺寸 600*520*250MM

显示大小 19 英寸

电气连接 3 芯电源线

输入信号 HDMI、VGA、CVBS

面板开关 1 个自锁型电源开关

输入电压 100VAC~240VAC

»» 技术规格

防爆喇叭
YSQ-FB20

»» 技术规格

材质 铝合金

输入型式 定阻、定压可选

阻抗 8Ω/16Ω

额定功率 30w

大气压力 80~110KPa

环境温度 -20° C~60° C

平均相对湿度 ≤ 95%（25° C）

出线孔数量 1 个

防护等级 IP65

»» 技术规格

工作电流 ≤ 300mA

功耗 24~30W

出线规格 6 个 G-3/4

重量 24Kg

运输重量 28Kg

防护等级 IP65

安装方式 座装或者吊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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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表面喷防腐涂层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6

APG-IPSD-FB621-A-F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SD-FB621-A-F 采用防腐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有
良好的抗腐蚀性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油田、化工等具有爆
炸性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腐防爆球型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表面喷防腐涂层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Ø238(L)*312(H)mm
重量 10kg
防护等级 IP66
可选支架 吊装或壁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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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 采用高性能传感器，1920*1080 分辨率
 » 外壳采用 304 或者 316L 不锈钢，表面喷防腐涂层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H.265 编码格式兼容 H.264 编码格式
 » 逐行扫描 CMOS，支持 3D 数字降噪
 » 宽动态、背光补偿，强光抑制，适合复杂环境监控
 » 支持区域遮挡、去雾、走廊模式，镜像
 » 支持移动侦测，视频遮挡，周界，绊线
 » 支持三码流，心跳机制
 » 支持 BMP、JPG 抓图
 » 防护等级 IP66
 » 支持红外距离 80M
 » 可支持带雨刷

APG-IPTZ-FB621-A-FR

»» 应用场所

»» 技术规格

 » IPTZ-FB621-A-FR 采用防腐防爆型结构，其材料均采用不锈钢制成，具
有良好的抗腐蚀性能，支持红外夜视功能，效果更清晰可靠，适用于煤矿、
油田、化工等具有爆炸性气体的环境。

»» 产品特点

200 万防腐防爆红外云台一体化摄像机

机芯参数
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CMOS
有效像素 1920*1080 
变焦倍数 20 倍
光学变焦 5.4-108mm
数字变焦 16 倍
菜单显示 多语言菜单可选
图像设置 机芯功能可通过客户端或 IE 浏览器调整

日夜转换 双滤光片切换同步图像，自动，彩色，黑白，定时，
阈值控制，翻转

背光补偿 关 / 背光补偿 / 强光抑制 / 宽动态 / 透雾功能
数字降噪 2D/3D
白平衡 自动 1/ 自动 2/ 室内 / 室外 / 手动 / 钠灯 / 日光灯
近摄距离 10mm-1000mm( 广角 - 望远 )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最低照度 0.01Lux @(F1.5,AGC ON) 彩色 ，0.005Lux @(F1.5,AGC 
ON) 黑白

聚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 一次聚焦
数字降噪 2D/3D
宽动态 超级宽动态，自动宽动态，0-100 数字调整
球体参数
旋转范围 水平 360°连续旋转，垂直 0-90°
预置位 128 个
巡航云台功能 4 条
自学习 1 条
水平转动速度 0° ~240° /S
垂直转动速度 0° ~90° /S
网络功能

报警联动 常开常闭模式、联动录像、预置点、报警输出，报警
触发抓取图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视频遮挡，断网，硬盘错误，IP 冲突，磁
盘满

支持协议
TC P/ I P ， H T T P ， D H C P ， D N S ， D D N S ， RT P ，
RTSP，PPPoE，SMTP，NTP，UPnP，SNMP，FTP，
802.1x，QoS，HTTPS，(IPv6 可选）

网络接口 10/100M 网络自适应 ,RJ45 适配器
接入协议 ONVIF 或 GB/T28181、主动注册
存储功能 支持 MicroSD 存储 128G  ( 建议使用 class10)
通用功能 密码保护，心跳，多用户访问控制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压缩输出码率 64Kbps~10Mbps
音频压缩标准 G.711
音频压缩码率 64Kbps
一般范围
材料 304 或 316L 不锈钢，表面喷防腐涂层
进口线 1 个 G3/4”防爆进线口
雨刷功能 可选
工作环境温度 -25℃ ~+60℃ <90%
电源供应 24VAC,2A
功耗 <30W
尺寸 448*266*355MM
红外距离 80M
重量 20kg
防护等级 IP66
可选支架 直立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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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IPC-FB8510-F
防腐防爆护罩

»» 产品尺寸

»» 产品尺寸

内腔尺寸 228(L)*70(W)*70(H)mm

外形尺寸 335(L)*Ø140(W)*142.5(H)mm

材料 外壳 304+ 防腐塑或者 316L

防护等级 IP66

安装方式 壁装或吊装

供电方式 DC12V

重量 4.2Kg

»» 技术规格

防腐防爆护罩
IPC-FB8510-FR

»» 技术规格

内腔尺寸 268(L)*70(W)*70(H)mm

外形尺寸 355(L)*Ø140(W)*250(H)mm

材料 外壳 304 不锈钢 + 防腐塑或者 316L 不锈钢

防护等级 IP66

安装方式 壁装或者吊装

重量 6.2Kg

»» 技术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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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产品

IPC-FB8510-F
防腐防爆接线盒

»» 产品尺寸

材质 外壳 304 不锈钢 + 防腐塑或 316L 不锈钢

出线规格 螺纹接口 G-3/4",6 个出线孔

外形尺寸 308*270*119MM

防护等级 IP66

重量 8.8KG 

»» 技术规格



云台产品

PTZ IP Camera

0 6
高精密蜗轮蜗杆和步进电机传动方式结合

断电自锁，抗风性强，稳定性强

全天候防护设计，IP66 防护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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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双螺距蜗轮蜗杆传动结构，电子防抖和机械防松脱设计。断电自锁，抗
风性强，高稳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3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50kg。
 » 整机采用防腐材料、三防处理、关键部件充氮密封，全天候防护设计，

IP66 防护等级。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12.5 ～ 775mm，62 倍光学变倍

APG-PT-7D262-HI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星光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可见光镜头

焦距：12.5 ～ 775mm（可选 20-800mm/16.7-1000mm）
成像尺寸：1/1.8"
分辨率：1920×1080
视场角：35.48° -1.15°（广角 - 望远）
光学透雾：支持 
自动聚焦：支持

可见光传感器

成像器件：1/1.8" Progressive Scan CMOS                                                                                                        
图 像：50Hz: 25fps(1920 × 1080) 25fps (1280 × 960), 
25fps (1280 × 720)；60Hz: 30fps (1920 × 1080) 30fps (1280 
× 960), 30fps (1280 × 720) 
最低照度：彩色 :0.002 Lux @(F1.2,AGC ON);
黑白 :0.0002 Lux @(F1.2,AGC ON)

视频压缩 H.265/H.264/MPEG4 视频格式 , 支持双码流
视频码率 32Kbps~16Mbps，60Hz30 帧 / 秒

可见光成像功能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最大 64G）, 支持区域入侵、越界入侵，
支持电子透雾、自动白平衡、背光补偿、强光抑制、超宽动态、
电子防抖、3D 数字降噪、防红外过曝、ABF 自动后焦调节
功能

激光补光
有效距离 2KM/3KM
激光光源 发光功率：＞ 15W；激光波长 : 808nm，近红外军品级激光
激光角度 0.2°～ 28°，与可见光镜头变倍联动调节激光补光角度和强度

激光器封装散热 发光体充惰性气体密封，防止氧化；激光发光体和高温元
器件直接贴机壳散热片，可选配半导体制冷

激光镜头
镀多层近红外增透膜，高效率激光耦合；高清镜片组超匀化，
光斑亮度均衡度≥ 85%；数字式驱动，精密数字码盘焦距
角度定位

距离角度匹配
自动跟踪或手动微调智能匹配方式， 双光轴自锁对准装置，
步进照明角度控制技术，0.01°精确随动控制，激光角度与
成像倍率匹配算法，跟踪响应时间＜ 100ms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双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采用汽车雨刮片，耐候性好，更换方便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加热开：8° ±5° 关：20° ±5°（风
扇同时运转）；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50kg
垂直范围 +45°～ -45°
水平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30° /S;0.01 ～ 15°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8 条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3D 功能 支持画框放大、目标锁定视场中心功能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
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
Pv4/IPV6,Bonjour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 持 自 适 应 Pelco-P、Pelco-D 等 协 议， 波 特 率 2400、
4800、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持软件集成的开发式 API，支持 ONVIF2.0、GB28181 协议，
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150W， 可 选
DC48V±10% 整机运动时功耗≤ 2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路 AC24V/DC24V，（可
选）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军用级航空防水插头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45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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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可见光成像

可见光镜头

焦距：12.5- ～ 775mm( 选配 20-800mm/16.7-1000mm)
成像尺寸：1/1.8"
分辨率：1920×1080
视场角：35.48° -1.15°（广角 - 望远）
光学透雾：支持 
自动聚焦：支持

可见光传感器

成像器件：1/1.8" SONY CMOS                                                                                                         
图 像：50Hz: 25fps(1920 × 1080) 25fps (1280 × 960), 25fps 
(1280 × 720)；60Hz: 30fps (1920 × 1080) 30fps (1280 × 960), 
30fps (1280 × 720) 
最低照度：彩色 :0.002 Lux @(F1.2,AGC ON); 黑白 :0.0002 Lux @
(F1.2,AGC ON)

视频压缩 H.264/MPEG4/MJPEG 视频格式 , 支持双码流
视频码率 32Kbps~16Mbps，60Hz30 帧 / 秒

可见光成像功能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最大 64G）, 支持区域入侵、越界入侵，
支持电子透雾、自动白平衡、背光补偿、强光抑制、超宽动态、
电子防抖、3D 数字降噪、防红外过曝、ABF 自动后焦调节功能

红外热成像
探测器类型 非制冷焦平面氧化矾探测器
像素 384×288(640×512 可选 )
焦距 100mm， F1.0 选配 (75mm/25-100mm/150mm)
像元间距 25μm
噪声等效温差 （NETD）：≤ 80mk@30℃
帧率 50HZ
波长范围 8-14μm
聚焦 自动 / 手动

内 置 热 成 像 温 度 报
警模块

探测器根据所需探测距离远近选定镜头。考虑到被测物是有一
定温度辐射，通过后端控制可根据监视距离及现场环境特点设
置探测器温度报警区间阀值，当图像中某一局部温度超出预设
范围时，系统可准确报警，同时画面中报警区域有提示。从而
达到对火源进行探测、预警的目的，大大降低误报率。

空间分辨率 1.3mrad（毫弧度 )
激光补光
有效距离 3KM
激光光源 发光功率：＞ 15W；激光波长 : 808nm，近红外军品级激光
激光角度 0.2°～ 28°，与可见光镜头变倍联动调节激光补光角度和强度

激光器封装散热 发光体充惰性气体密封，防止氧化；激光发光体和高温元器件
直接贴机壳散热片，可选配半导体制冷

激光镜头
镀多层近红外增透膜，高效率激光耦合
高清镜片组超匀化，光斑亮度均衡度≥ 85%
数字式驱动，精密数字码盘焦距角度定位

距离角度匹配
自动跟踪或手动微调智能匹配方式， 双光轴自锁对准装置，步
进照明角度控制技术，0.01°精确随动控制，激光角度与成像倍
率匹配算法，跟踪响应时间＜ 100ms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三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采用汽车雨刮片，耐候性好，更换方便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
加热开：8° ±5° 关：20° ±5°（风扇同时运转）
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50kg
垂直 / 水平范围 +45°～ -45°，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30° /S  ，0.01 ～ 15°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8 条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3D 功能 支持画框放大、目标锁定视场中心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P,
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Pv4/
IPV6,Bonjour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持自适应 Pelco-P、Pelco-D 等协议，波特率 2400、4800、
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持软件集成的开发式 API，支持 ONVIF2.0、GB28181 协议，
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150W， 可 选
DC48V±10% 整机运动时功耗≤ 2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路 AC24V/DC24V，（可选）
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军用级航空防水插头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湿度：<90%RH，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49kg

 » 双螺距蜗轮蜗杆传动结构，电子防抖和机械防松脱设计。断电自锁，抗
风性强，高稳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3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50kg。
 » 整机采用防腐材料、三防处理、关键部件充氮密封，全天候防护设计，

IP66 防护等级。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12.5 ～ 775mm，62 倍光学变倍
 » 极佳的热成像图像效果，384×288 分辨率
 » 智能火点检测功能；多级火点检测，高效检测、减少误报

APG-PT-7D262-HIT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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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双螺距蜗轮蜗杆传动结构，电子防抖和机械防松脱设计。断电自锁，抗
风性强，高稳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3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50kg。
 » 整机采用防腐材料、三防处理、关键部件充氮密封，全天候防护设计，

IP66 防护等级。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12.5 ～ 775mm，62 倍光学变倍

APG-PT-7D262-HT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可见光镜头

焦距：12.5- ～ 775mm( 选配 20-800mm/16.7-1000mm)
成像尺寸：1/1.8"
分辨率：1920×1080
视场角：35.48° -1.15°（广角 - 望远）
光学透雾：支持 
自动聚焦：支持

可见光传感器

成像器件：1/1.8" SONY CMOS                                                                                                         
图 像：50Hz: 25fps(1920 × 1080) 25fps (1280 × 960), 
25fps (1280 × 720)；60Hz: 30fps (1920 × 1080) 30fps (1280 
× 960), 30fps (1280 × 720) 
最低照度：彩色 :0.002 Lux @(F1.2,AGC ON); 黑白 :0.0002 
Lux @(F1.2,AGC ON)

视频压缩 H.264/MPEG4/MJPEG 视频格式 , 支持双码流
视频码率 32Kbps~16Mbps，60Hz30 帧 / 秒

可见光成像功能
支持 SD 卡本地存储（最大 64G）, 支持区域入侵、越界入侵，
支持电子透雾、自动白平衡、背光补偿、强光抑制、超宽动态、
电子防抖、3D 数字降噪、防红外过曝、ABF 自动后焦调节
功能

红外热成像
探测器类型 非制冷焦平面氧化矾探测器
像素 384×288(640×512 可选 )
焦距 100mm， F1.0 选配 (75mm/25-100mm/150mm)
像元间距 25μm
噪声等效温差 （NETD）：≤ 80mk@30℃
帧率 50HZ
波长范围 8-14μm
聚焦 自动 / 手动

内置热成像温度报
警模块

探测器根据所需探测距离远近选定镜头。考虑到被测物是
有一定温度辐射，通过后端控制可根据监视距离及现场环
境特点设置探测器温度报警区间阀值，当图像中某一局部
温度超出预设范围时，系统可准确报警，同时画面中报警
区域有提示。从而达到对火源进行探测、预警的目的，大
大降低误报率。

空间分辨率 1.3mrad（毫弧度 )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三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采用汽车雨刮片，耐候性好，更换方便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加热开：8° ±5° 关：20° ±5°（风
扇同时运转）；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50kg
垂直范围 +45°～ -45°
水平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30° /S;0.01 ～ 15°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8 条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3D 功能 支持画框放大、目标锁定视场中心功能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
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
Pv4/IPV6,Bonjour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 持 自 适 应 Pelco-P、Pelco-D 等 协 议， 波 特 率 2400、
4800、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持软件集成的开发式 API，支持 ONVIF2.0、GB28181 协议，
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150W， 可 选
DC48V±10% 整机运动时功耗≤ 2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路 AC24V/DC24V，（可
选）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军用级航空防水插头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49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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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支持比例变倍功能 , 旋转速度根据镜头变倍倍数自动调整
 » 水平速度为 0°～ 80° /s, 垂直速度为 0°～ 60° /s
 » 水平旋转角度：360 度无限位旋转，俯仰角度 -90° -+90°无盲点
 » 铝合金结构设计，防水等级 IP66
 » 摄像机和辅助光源拥有智能联动功能，完美呈现夜视高清画质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5.4~108mm，20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APG-PT-6D220-HI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车载监控、电力巡检、道路监控、广场监控等。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2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0.01Lux @ (F1.5，AGC ON), 黑白：0.005Lux @
(F1.5，AGC ON)

增益控制 自动 / 手动

背光补偿 支持

日夜转换 自动 ICR 滤光片彩转黑

数字变倍 16 倍

透雾 支持

焦距 5.4-108mm，20 倍 光 学 变 倍（ 可 选 6-192mm/8-
250mm）

光圈数 F1.5-F2.7

速度自适应 支持

红外照明器

红外照明距离 ＞ 80 米，激光可选（最远距离 500 米）

激光变焦控制 自动，手动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加热开：8° ±5° 关：
20 ° ±5 °（ 风 扇 同 时 运 转） 风 扇 开：37 ° ±5 ° 关：
20° ±5°

云台功能

水平转动范围 0° ~360°连续旋转

垂直转动范围 -90° ~+90°

水平转动速度 0~80° /s

垂直转动速度 0~60° /s

预置点 200 个

线扫 支持

花样扫描 支持

隐私遮挡功能 有，不同的摄像机遮挡块不同（针对对带遮蔽功能的
摄像机）

温度传感器 有，用户可以设置不同的温度自动控制风扇或手动控
制

波特率 2400/4800/9600/19200bps 可调

防水等级 IP66

工作温度 -35° ~+65°

电源 DC12V（AC24V 可选）

功耗 80W

重量 5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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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双螺距蜗轮蜗杆传动结构，电子防抖和机械防松脱设计。断电自锁，抗
风性强，高稳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6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单侧承载 10kg。
 » 整机采用防腐材料、三防处理、关键部件充氮密封，全天候防护设计，

IP66 防护等级。
 » 支持热成像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6~192mm，32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APG-PT-6D232-HT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星光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热成像参数

噪声等效温差 < 50mk(@25° C,F#=1.0)

焦距 50mm（25-100mm 热成像可选）

空间分辨率 0.5

视场角 10.9×8.2

F 值 1

聚焦 自动 / 半自动 / 手动

调色板 黑热 / 白热 / 铁红 / 彩虹等多种伪彩（总计 14 种模式）

可见光机芯参数

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Scan CMOS

分辨率 1920×1080

焦距 6-192mm，32 倍光学变倍

视场角 水平 50.2-2.9 度 ( 广角 - 望远 ) 垂直  37.9-2.1 度

光圈值 F1.5-F2.7

照度 0.002Lux @(F1.5,AGC ON) 彩色 ，
0.0002Lux @(F1.5,AGC ON) 黑白

宽动态 支持

日夜转换 支持

数字降噪 3D 降噪

聚焦 自动 / 半自动 / 电动

防护罩

视窗 双侧双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采用汽车雨刮片，耐候性好，更换方便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
加热开：8° ±5° 关：20° ±5°（风扇同时运转）
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10kg

垂直范围 +90°～ -90°

水平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60° /S;0.01 ～ 30°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支持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1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路 AC24V/
DC24V，（可选）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军用
级航空防水插头

环境指标
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15kg

最大图像尺寸 384*288（640*512 可选）

像元 25μm

响应波段 8~14μm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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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高精密蜗轮蜗杆和步进电机触动方式结合，断电自锁，抗风性强，高稳
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10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10kg。
 » 全天候防护设计，IP66 防护等级。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5.4~108mm，20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APG-PT-5D220-H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2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0.01Lux @ (F1.5，AGC ON)
黑白：0.005Lux @(F1.5，AGC ON)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自动跟踪白平衡 / 室外 / 室内 / 日光灯白
平衡 / 钠灯白平衡

增益控制 自动 / 手动
背光补偿 支持
日夜模式 自动 ICR 滤光片彩转黑
数字变倍 16 倍
透雾 支持
焦距 5.4-108mm，20 倍光学
光圈数 F1.5-F2.7
视频压缩 H.264/H.265
速度自适应 支持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选配 W）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
加热开：8° ±5° 关：20° ±5°（风扇同时运转）
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大于 10kg
垂直范围 +40°～ -90°
水平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100° /S;0.01 ～ 40°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支持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3D 功能 支持画框放大、目标锁定视场中心功能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
X,QoS,IPv4/IPV6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
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
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持自适应 Pelco-P、Pelco-D 等协议，波特率 2400、
4800、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 持 软 件 集 成 的 开 发 式 API， 支 持 ONVIF2.0、
GB28181 协议，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80W； 整 机
运动时功耗≤ 9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路 AC24V/
DC24V，（可选）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12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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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高精密蜗轮蜗杆和步进电机触动方式结合，断电自锁，抗风性强，高稳
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10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10kg。
 » 全天候防护设计，IP66 防护等级。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5.4~108mm，20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APG-PT-5D220-HI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2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0.01Lux @ (F1.5，AGC ON)
黑白：0.005Lux @(F1.5，AGC ON)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自动跟踪白平衡 / 室外 / 室内 / 日光灯白
平衡 / 钠灯白平衡

增益控制 自动 / 手动
背光补偿 支持
日夜模式 自动 ICR 滤光片彩转黑
数字变倍 16 倍
透雾 支持
焦距 5.4-108mm，20 倍光学
光圈数 F1.5-F2.7
视频压缩 H.264/H.265
速度自适应 支持
激光器照明器
激光照明距离 300m/500m/800m
激光波长 808nm
激光变焦范围 1.5° ~60°
激光变焦控制 与镜头变倍联动 / 手动
激光照明 与摄像机联动 / 手动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选配 W）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
加热开：8° ±5° 关：20° ±5°（风扇同时运转）
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大于 10kg
垂直范围 +40°～ -90°
水平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100° /S;0.01 ～ 40°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8 条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角度随动追踪 联动 AIS 或雷达角度信号追踪控制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
RTS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
X,QoS,IPv4/IPV6,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
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
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持自适应 Pelco-P、Pelco-D 等协议，波特率 2400、
4800、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 持 软 件 集 成 的 开 发 式 API， 支 持 ONVIF2.0、
GB28181 协议，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80W； 整 机
运动时功耗≤ 1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 适 应 以 太 网 口，1 路 AC24V/
DC24V，（可选）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14kg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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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台产品

 » 高精密蜗轮蜗杆和步进电机触动方式结合，断电自锁，抗风性强，高稳
定性。
 » 支持多款镜头预置位功能，变倍自适应，旋转速度可以根据镜头变倍，

倍数自动调整。
 » 蜗轮蜗杆大传动设计，水平转速可达 100° /s。
 » 重复定位精度高，可达 ± 0.1° 。
 » 最大承载 10kg。
 » 全天候防护设计，IP66 防护等级。
 » 支持热成像
 » 采用最新 H.265 视频压缩算法，压缩比高，图像质量好
 » 200 万像素，支持 1920×1080 分辨率
 » 焦距 f=6~192mm，32 倍光学变倍，16 倍数字变倍

APG-PT-5D232-HT

»» 应用场所
 » 可广泛应用于需要大范围高清画质监控的场所，如 : 公路、铁路、机场、

港口、岗哨、广场、公园、景区、街道、车站、小区外围等场所。

»» 产品特点

200 万高清网络星光高速云台

»» 技术规格

可见光成像
图像传感器 1/1.8"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200 万像素

最低照度
彩色：0.002Lux @ (F1.5，AGC ON)
黑白：0.0002Lux @(F1.5，AGC ON)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自动跟踪白平衡 / 室外 / 室内 / 日光灯白平衡
/ 钠灯白平衡

增益控制 自动 / 手动
背光补偿 支持
日夜模式 自动 ICR 滤光片彩转黑
数字变倍 16 倍
透雾 支持
焦距 6-192mm，32 倍光学 ( 选配 8-250mm）
光圈数 F1.5-F2.7
视频压缩 H.264/H.265
速度自适应 支持
热成像参数
最大图像尺寸 384*288（640*512 可选）
像元 25μm
响应波段 8~14μm
噪声等效温差 < 50mk(@25° C,F#=1.0)
焦距 50mm（25-100mm 热成像可选）
空间分辨率 0.5
视场角 10.9×8.2
F 值 1
聚焦 自动 / 半自动 / 手动
调色板 黑热 / 白热 / 铁红 / 彩虹等多种伪彩（总计 14 种模式）
防护罩
视窗 一体化视窗设计，红外高效增透光学玻璃，透过率 >98%
雨刷 支持（选配 W）

自动温控范围
内置加热、制冷等温控元件，加热开：8° ±5° 关：20° ±5°（风
扇同时运转）风扇开：37° ±5°关：20° ±5°

云台功能
承载 大于 10kg
水平 / 垂直范围 水平 360° 连续旋转 ;+40°～ -90°
水平 / 垂直速度 0.01 ～ 100° /S;0.01 ～ 40° /S
预置点个数 200 个
巡航扫描 8 条
扫描模式 巡航扫描 / 自动扫描
零点校正 具有
实时角度回传 支持实时角度回传或查询角度回传功能
角度随动追踪 联动 AIS 或雷达角度信号追踪控制功能
网络和通信功能

网络协议
TCP/IP,ICMP,HTTP,HTTPS,FTP,DHCP,DNS,DDNS,RTP,RTS
P,RTCP,PPPoE,NTP,UPnP,SMTP,SNMP,IGMP,802.1X,QoS,I
Pv4/IPV6,Bonjour 等多种网络协议

用户管理
支持三级用户权限管理，支持授权的用户和密码，支持
HTTP S 加密和 IEEE802.1x 网络访问控制、IP 地址过滤

RS485 控制接口
支 持 自 适 应 Pelco-P、Pelco-D 等 协 议， 波 特 率 2400、
4800、9600、19200 可选

应用编程接口
支持软件集成的开发式 API，支持 ONVIF2.0、GB28181 协议，
支持 SDK 和第三方平台接入

本地存储 内置 64G Micro SD 卡槽，可支持手动、报警录像
系统参数

供电
AC24V±25%，50/60Hz；DC24V±10%，80W；整机运动
时功耗≤ 100W

接口
1 路 10M/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1 路 AC24V/DC24V，（可选）
预留 RS422/485 和模拟视频

环境指标
工作温度：-40℃～ +65℃，
湿度：<90%RH，
防护等级：IP66

整机重量 ≤ 14kg

»» 产品尺寸



存储产品

Storage

07
支持最新 Onvif 协议及 GB/T28181 标准

网络带宽：支持 360 接入，360M 存储，300M 转发

支持 HDMI-4K 超清输出

支持 H.265/H.264 混合接入

支持云平台主动注册

支持设备配置信息导入、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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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 ONVIF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1 个 HDMI 和 1 个 VGA
 » 支持 1 个千兆网卡
 » 4 个通道录像同步回放
 » 采用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算法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320M 接入 /320M 存储 /256M 转发
 » 4 个 SATA 硬盘接口，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支持硬盘冗余录像方式；支持语音对讲
 » 智能时间标签 / 分时回放 / 高速回放

APG-NVR-1432-H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NVR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20M 接入 /320M 存储 /256M 转发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视频
视频输入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1 路 HDMI ( 最高 4K 显示输出，向下兼容 )
音频
音频压缩 不支持
音频对讲输入 支持
音频输出 支持
外部 I/O
报警输入 / 输出 不支持
RS485 接口 不支持

RS232 接口 不支持
USB 接口 2 个 USB
硬盘
硬盘 4 块硬盘
eSATA 接口 不支持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硬盘安装 不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不支持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DC12V 5A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1.5U 机箱
外型尺寸 440( 长 )x403( 宽 )x68( 高 )mm
重量 4.6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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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2 个 HDMI 和 1 个 VGA，双屏拼接、扩展；支持 2 个千兆网卡
 » 4 个通道录像同步回放
 » 采用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算法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支持手机远程监控
 »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 8 个 SATA 硬盘接口，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支持硬盘冗余录像方式；支持语音对讲
 » 智能时间标签 / 分时回放 / 高速回放

APG-NVR-6832-H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NVR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eSATA
视频
视频输入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BNC
音频输出 1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硬盘
硬盘 8 块硬盘
eSATA 接口 2 个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硬盘安装 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2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88( 高 )mm
重量 6.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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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64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2 个 HDMI 和 1 个 VGA，双屏拼接、扩展；支持 2 个千兆网卡
 » 4 个通道录像同步回放
 » 采用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算法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支持手机远程监控
 »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 8 个 SATA 硬盘接口，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支持硬盘冗余录像方式；支持语音对讲
 » 智能时间标签 / 分时回放 / 高速回放

APG-NVR-6864-H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NVR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eSATA
视频
视频输入 64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BNC
音频输出 1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硬盘
硬盘 8 块硬盘
eSATA 接口 2 个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硬盘安装 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2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88( 高 )mm
重量 6.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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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2 个 HDMI 和 1 个 VGA，双屏拼接、扩展；支持 2 个千兆网卡
 » 4 个通道录像同步回放
 » 采用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算法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内置信息显示屏，支持时间及多种状态显示
 » 360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 8 个 SATA 硬盘接口，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支持硬盘冗余录像方式
 » 支持语音对讲
 » 智能时间标签 / 分时回放 / 高速回放

APG-NVR-8832-K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NVR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MPEG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eSATA
视频
视频输入 32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BNC
音频输出 1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LED 屏 支持时间，网络状态，硬盘状态，报警状态等信息提示

面板键盘 支持数字 / 字母输入 , 录像回放控制，云台控制，功能
导航等

硬盘
硬盘 8 块硬盘
eSATA 接口 2 个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硬盘安装 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2U 机箱
外型尺寸 438( 长 )x433( 宽 )x88( 高 )mm
重量 6.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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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64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实时录像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2 个 HDMI 和 1 个 VGA，双屏拼接、扩展；支持 2 个千兆网卡
 » 4 个通道录像同步回放
 » 采用标准 H.265/H.264 视频压缩算法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支持手机远程监控
 »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 16 个 SATA 硬盘接口，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支持硬盘冗余录像方式；支持语音对讲
 » 支持硬 RAID0、1、5、10 及热插拔
 » 智能时间标签 / 分时回放 / 高速回放

APG-EVR-1016-R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NVR嵌入式网络硬盘录像机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系统资源 360M 接入 /360M 存储 /300M 转发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录像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

码流类型 限定码流，可变码流

回放图像质量 4K/1080P/720P/D1/CIF/QCIF

录像管理

本地回放 支持 4 路同步回放

录像查询方式 智能时间标签、时间点检索、日历检索、事件检索、
通道检索

录像保存 本机硬盘 / 网络

备份方式 网络 /USB/ 本机硬盘

视频

视频输入 64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

VGA 输出 1 路 VGA( 最高 1080P 显示输出 )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1 路 BNC

音频输出 1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6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4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2 个 RS485

RS232 接口 1 个 RS232

USB 接口 2 个 USB2.0 和 1 个 USB3.0

硬盘

硬盘个数及接口 4 个 Mini SAS 接口，16 个硬盘

硬盘容量 3.5”500/750GB/1TB/2TB/3TB/4TB/6TB , SATA 磁盘

RAID 类型 RAID0，1，5，10

硬盘安装 支持热插拔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19 英寸标准 3U 机箱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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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最新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支持多种数字前端接入
 » 500M 接入 /500M 存储 /500M 转发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支持标准 H.265/H.264 视频格式
 » 24 个 SATA 硬盘接口，单盘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高级硬 RAID 技术，支持 0、1、10、5、50 等模式
 » 支持 JBOD 扩展柜存储
 » 系统硬件模块化热插拔设计，降低维护成本。
 » 短小紧凑机箱（仅 500mm），适应场合更广
 » 支持多千兆网口、万兆及 FC 网络，方便组网
 » 集中存储、转发、检索回放
 » 支持分布式架构；支持主动注册服务
 » 多画面实时视频功能

APG-EVR-1024-R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平台存储服务器

性能

存储容量 单柜支持 144T（6Tx24）

接入能力 最大 200 路 H.265/H.264/MPEG 混合接入 ;

流媒体接入 500M

流媒体存储 500M

流媒体转发 500M

主机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 至强 ) 四核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主硬盘 金士顿 ( 120 GB / 固态硬盘 )

内存 最高 64 GB（标配 8G）

网卡 英特尔 （标配 千兆）

磁盘 24x3.5 寸 SATA/SAS

系统节点 系统支持 1 个热插拔控制器模组

RAID 级别 RAID 0、1、10、5、50

视频输出 1xVGA

音频输出 选配

扩展

网络 RJ45 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标配 x2）

存储 选配支持扩展柜

CD-ROM/ 软盘驱
动器 可选外置光软驱

管理方式 1 个 RJ45 管理接口（IPMI）

OS

Windows N/A

Linux CentOS 7（可选）

其他

电源 采用了 550W1+1 冗余白金牌效率电源

风扇数量 3 个 12038 温控风扇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 10℃ ~ 35℃；非运行温度：-40℃ ~ 70℃

环境湿度 运行湿度：35%~80% ； 非运行湿度：20% ~ 90%

安装 4U 高度 标准机架式 

尺寸 500mm*448mm*177mm

净重 17.1 Kg（不含硬盘）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 <50 Dba；环境温 <28℃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 产品尺寸

»» 应用场所
 » 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电力、交通、能源、教育、大型园区、楼宇、

医疗等各种行业的监控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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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储产品

 » 全面支持最新 ONVIF 及 GB/T28181 标准
 » 支持多种数字前端接入
 » 500M 接入 /500M 存储 /500M 转发
 » 接入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
 » 支持标准 H.265/H.264 视频格式
 » 36 个 SATA 硬盘接口，单盘最大支持 6TB 硬盘
 » 高级硬 RAID 技术，支持 0、1、10、5、50 等模式
 » 支持 JBOD 扩展柜存储
 » 系统硬件模块化热插拔设计，降低维护成本。
 » 短小紧凑机箱（仅 500mm），适应场合更广
 » 支持多千兆网口、万兆及 FC 网络，方便组网
 » 集中存储、转发、检索回放
 » 支持分布式架构；支持主动注册服务
 » 多画面实时视频功能

APG-EVR-1036-R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平台存储服务器

性能

存储容量 单柜支持 216T（6Tx36）

接入能力 最大 200 路 H.265/H.264/MPEG 混合接入 ;

流媒体接入 500M

流媒体存储 500M

流媒体转发 500M

主机

处理器 英特尔 Xeon( 至强 ) 四核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主硬盘 金士顿 ( 120 GB / 固态硬盘 )

内存 最高 64 GB（标配 8G）

网卡 英特尔 （标配 千兆）

磁盘 36x3.5 寸 SATA/SAS

系统节点 系统支持 1 个热插拔控制器模组

RAID 级别 RAID 0、1、10、5、50

视频输出 1xVGA

音频输出 选配

扩展

网络 RJ45 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标配 x2）

存储 选配支持扩展柜

CD-ROM/ 软盘驱
动器 可选外置光软驱

管理方式 1 个 RJ45 管理接口（IPMI）

OS

Windows N/A

Linux CentOS 7（可选）

性能

电源 采用了 550W1+1 冗余白金牌效率电源

风扇数量 3 个 12038 温控风扇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 10℃ ~ 35℃；非运行温度：-40℃ ~ 70℃

环境湿度 运行湿度：35%~80% ； 非运行湿度：20% ~ 90%

安装 4U 高度 标准机架式 

尺寸 500mm*448mm*177mm

净重 17.1 Kg（不含硬盘）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 <50 Dba；环境温 <28℃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 产品尺寸

»» 应用场所
 » 广泛应用于金融、公安、电力、交通、能源、教育、大型园区、楼宇、

医疗等各种行业的监控系统中。



视频解码器

Decoder

0 8
TV wall 拼控，画面拼接，分割

PC 视频投屏，欢迎字幕，图片投屏

支持多种网络传输写，多种码流传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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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解码器

 » 用户登陆和权限：支持 1 个系统管理员、1 个用户管理员和最多 64 个操
作员
 » 操作模式：1）矩阵操作模式：可控制矩阵主机，包括一般操作，普通设

置和菜单编程；2）球机操作模式：直接控制 PELCO-P 或 D 协议球机和解
码器
 » 通讯端口：4 个数据通讯端口和 1 个开关量输出端口，用于连接矩阵主机、

专业录像机、网络矩阵、球机或报警箱等。
 » 摇杆和按键检测：键盘对摇杆中心位置、上下左右偏移量、左右旋转变

化量等指标进行检测和显示，上电自动监测按钮状态和复位摇杆中心位置，
在液晶屏有专门的状态栏显示相应的状态信息
 » 宏指令和宏操作：将一个宏操作定义到专门的宏键上，通过不同编号的

宏操作就可以执行一组操作指令。

APG-NKB-2972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网络控制键盘

通讯距离 RS485、RS422 通讯距离 1300M

显示方式 111mm×62mm 大尺寸蓝屏 LCD

通讯方式

RS-485

RS-422

RS-232

Ethernet 10/100M

支持协议 ONVIF、PENET

接口参数 1A/250VAC/7A/30VDC

通讯速率 可设置

连接方式 RJ45 座

继电器驱动 1A/24V

按键数量 47 键

云台控制 3 维矢量摇杆

断电记忆保护 10 年

工作温度 -10℃～ +45℃

工作电压 12VDC( 配 100-220VAC 50/60Hz 稳压电源 )

工作功率 5.0W

主机重量 1.5KG

安装尺寸 379（长）×189（宽）×56（高）mm

安装方式 台式

颜色 黑色

机体结构 高强度工程塑料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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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解码器

 » 全面支持 ONVIF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最大 320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管理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最大支持 12 路 4K、48 路 1080P 视频解码
 » 支持任意开窗漫游
 » 支持远程录像视频回放
 » 支持主副码流模式自适应
 » 最大支持 4 个千兆网卡
 » 最大支持 12 个 HDMI，多屏拼接、不同源（配套管理系统）
 » 配套和软件可实现 PC 桌面上墙

APG-DEC-6025-(4-12)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网络解码矩阵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单输出口 1/4/8/9 画面显示（多屏拼接）

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MPEG

视频

视频解码 最大支持 12 路 4K、48 路 1080P ，H.265/H.264 混合
解码

设备管理能力 最大支持 320 路

HDMI 输出 最大支持 12 路 HDMI ( 最高 4K 显示输出 ) 不同源

外部接口

音频对讲输入 最大支持 4 路

音频输出 最大支持 4 路

USB 接口 最大支持 8 个 USB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最大支持 4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
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200W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机箱 标准 1U 机箱

外型尺寸 440( 长 )x55( 宽 )x360( 高 )mm

重量 ≤ 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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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解码器

 » 全面支持 ONVIF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最大 640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管理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最大支持 24 路 4K、96 路 1080P 视频解码
 » 支持任意开窗漫游
 » 支持远程录像视频回放
 » 支持主副码流模式自适应
 » 最大支持 8 个千兆网卡
 » 最大支持 24 个 HDMI，多屏拼接、不同源（配套管理系统）
 » 配套和软件可实现 PC 桌面上墙

APG-DEC-6025- (15-24)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网络解码矩阵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单输出口 1/4/8/9 画面显示（多屏拼接）

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MPEG

视频

视频解码 最大支持 24 路 4K、96 路 1080P ，H.265/H.264 混合
解码

设备管理能力 最大支持 640 路

HDMI 输出 最大支持 24 路 HDMI ( 最高 4K 显示输出 ) 不同源

外部接口

音频对讲输入 最大支持 8 路

音频输出 最大支持 4 路

USB 接口 最大支持 16 个 USB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最大支持 8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
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400W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机箱 标准 4U 机箱

外型尺寸 440( 长 )x176( 宽 )x300( 高 )mm

重量 ≤ 15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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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解码器

 » 全面支持 ONVIF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80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管理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2 路 4K、8 路 1080P 视频解码
 » 支持任意开窗漫游
 » 支持远程录像视频回放
 » 支持主副码流模式自适应
 » 支持 1 个千兆网卡
 » 支持 2 个 HDMI，双屏拼接、不同源（配套管理系统）
 » 配套和软件可实现 PC 桌面上墙

APG-DEC6025-2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网络解码矩阵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单输出口 1/4/8/9/16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

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MPEG

视频

视频解码 2 路 4K、8 路 1080P ，H.265/H.264 混合解码

设备管理能力 80 路

HDMI 输出 2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 不同源

外部接口

音频输入 1 路

音频输出 1 路

USB 接口 2 个 USB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2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DC12V

功耗 ≤ 36W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外型尺寸 116( 长 )x110( 宽 )x40( 高 )mm

重量 0.45kg

安装方式 台式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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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解码器

 » 全面支持 ONVIF 
 » 采用单颗高性能嵌入式芯片及 LINUX 操作系统
 » 576 路 H.265/H.264 混合接入管理
 » 支持 HDMI 超高清 4K 显示
 » 支持 36 路 4K、144 路 1080P、288 路 720P、576 路 D1 视频解码
 » 支持 4K、500W、300W、200W、130W 等标准视频解码
 » 支持远程录像视频回放
 » 支持主副码流模式设置、且模式自动或手动切换
 » 支持 18 个千兆网卡
 » 支持 CMS 客户端控制、支持 AS300 平台软件控制、支持远程录像回放
 » 支持 18 个 HDMI，双屏拼接、不同源

APG-DVM-3318- (6-18)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DVM超清网络数字解码矩阵

系统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 LINUX 操作系统

视频参数

画面显示 单板卡 1/4/8/9/16/32 画面显示（双屏拼接、扩展）

图像质量 12MP/8MP/6MP/5MP/3MP/1080P/720P/D1/CIF

视频压缩标准 H.265/H.264/MPEG

视频

视频解码 576 路 H.265/H.264 混合解码

HDMI 输出 9 路 HDMI，HDMI1( 最高 4K 显示输出 )，9 路 HDMI2（最
高 1080P 显示输出）不同源

音频

音频压缩 G.711

音频对讲输入 9 路 BNC

音频输出 9 路 BNC

外部 I/O

报警输入 144 路报警输入

报警输出 36 路继电器输出 (24V DC 2A，120V AC 1A)

RS485 接口 18 个 RS485

RS232 接口 9 个 RS232

USB 接口 9 个 USB3.0

网络特性

网络键盘 支持

网络接口 18 个 RJ45 10M/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电气特性

电源 AC220V 

功耗 ＜ 35W（不含硬盘）

物理特性

工作温度 -10℃～ +55℃

工作湿度 10% ～ 90% RH

大气压 86kpa ～ 106kpa

机箱 标准 5U 机箱

外型尺寸 483( 长 )x212( 宽 )x330( 高 )mm

重量 11kg

安装方式 机架安装，台式安装

»» 产品尺寸



显示设备

Monitor

09
采用 SAMSUNG / LG 进口原装屏

超高亮度 500cd/m2

工业级设计，液晶单元寿命长达 60000 小时

智能屏幕保护

屏幕间拼缝最小 1.8mm

可接收 DVI ,VGA,HDMI 等各种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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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专业版液晶监视器
 » Mstar 9U89 3D 图像处理芯片，10bit 运算，智能降噪
 » 逐行扫描，色彩优化技术，保证图像边缘整洁，画面平滑，真实还原前

段图像
 » 近距离感受真实细节再现，尽享高清自然画质
 » 防潮抗碱，适合工业应用
 » 超低功耗，待机功耗≤ 3W
 »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整机寿命超过 50,000 小时
 » 具有双画面功能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ON-19HB/Z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液晶监视器

尺寸说明 19 英寸 TFT 液晶屏

屏幕比例 4:3

屏点距 0.294mm×0.294mm(H,V)

最大分辨率 1280×1024

对比度 700:1

亮度 (cd/m2) 450cd/m2

响应时间 (ms) 8ms

视角 170° /170° ( 左右 / 上下 )

使用寿命 (hrs) 50,000(hrs)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定制颜色

画质

3D 数码梳状滤波器 (PAL/NTSC)

3D 数码降噪

HD 高清晰信号

逐行扫描

10-bit 液晶面板驱动 带来更好的色彩过度、平滑生动

WCG-CCFL 亮艳色彩背光源

双画面功能

视频标准 PAL/NTSC 自动识别

支持分辨率

640×480(60/72/75HZ)

800×600(60/72/75HZ)

1024×768(60/72/75HZ)

1280×1024(60/72/75HZ)

功放 / 功率 2×16 欧姆 /3W

整机功耗 工作状态：45W( 最大 ); 待机状态：1W

面板按键 U P, D o w n , M e n u , P o w e r , L e f t , R i g h t ; M o d e /
Auto,Menu,Power,Left,Right;Mode

菜单语言 中文，英文；( 需多种语言可选 )

安装方式
VESA 标准安装孔

用户定制

产品架构 强固型金属机壳，防静电、防磁场、防强干扰

使用温度 / 湿度 0℃～ 50℃ / 20% ～ 80%( 无凝结 )

储存温度 / 湿度 -10℃～ 60℃ / 5 ～ 95%( 无凝结 )

附件

AC 电源线一条

VGA 连接线一条

电源适配器一个

壁挂支架 ( 可选 )

外观尺寸（铁壳） 436×361×61(mm)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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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工业级液晶监视器
 » 高对比度，高亮度，极大提高画面层次感，能更好表现细节
 » 近距离感受真实细节再现，尽享高清自然画质
 » 防潮抗碱，适合工业应用
 »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整机寿命超过 50,000 小时
 » 支持两种信号同时输入，画中画位置、大小可选，最大化利用显示功能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ON-22HB/Z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液晶监视器

屏幕说明 22 寸工业级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509.60*301.1*56.5mm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476.61（H）*268.11(V)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000:1

亮   度 300cd/ ㎡

点距 0.282mm×0.282mm

整机功耗 ≤ 48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6.7M

菜单语言 中英文（多种语言可选）

视频标准 PAL/NTSC 自动识别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VESA 标准安装孔、台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H)×178° (V)

使用温度 0℃～ 40℃

使用湿度 10% ～ 80%

操作方式 面板按键，红外遥控器

备注 B：壁挂式 ；Z：座式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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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工业级液晶监视器
 » 高对比度，高亮度，极大提高画面层次感，能更好表现细节
 » 近距离感受真实细节再现，尽享高清自然画质
 » 防潮抗碱，适合工业应用
 »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整机寿命超过 50,000 小时
 » 支持两种信号同时输入，画中画位置、大小可选，最大化利用显示功能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ON-22H-JRZ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液晶监视器

屏幕说明 22 寸工业级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509.60*301.1*56.5mm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476.61（H）*268.11(V)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000:1

亮   度 300cd/ ㎡

点距 0.282mm×0.282mm

整机功耗 ≤ 48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6.7M

菜单语言 中英文（多种语言可选）

视频标准 PAL/NTSC 自动识别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VESA 标准安装孔、台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H)×178° (V)

使用温度 0℃～ 40℃

使用湿度 10% ～ 80%

操作方式 面板按键，红外遥控器

备注 Z：座式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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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工业级液晶监视器
 » 高对比度，高亮度，极大提高画面层次感，能更好表现细节
 » 近距离感受真实细节再现，尽享高清自然画质
 » 防潮抗碱，适合工业应用
 »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整机寿命超过 50,000 小时
 » 支持两种信号同时输入，画中画位置、大小可选，最大化利用显示功能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ON-32HB/Z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液晶监视器

屏幕说明 32 寸工业级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742*436.5*57.4mm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700(W)×394(H)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000:1

亮   度 450cd/ ㎡

宽高比 16:9

整机功耗 ≤ 148W

重量 16.5Kg

电源 100V-240V,50-60Hz

菜单语言 中英文（多种语言可选）

视频标准 PAL/NTSC 自动识别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VESA 标准安装孔、台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H)×178° (V)

使用温度 0℃～ 40℃

使用湿度 10% ～ 80%

操作方式 面板按键，红外遥控器

备注 Ｂ : 壁挂式　;　Ｚ : 座式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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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工业级液晶监视器
 » 高对比度，高亮度，极大提高画面层次感，能更好表现细节
 » 近距离感受真实细节再现，尽享高清自然画质
 » 防潮抗碱，适合工业应用
 »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整机寿命超过 50,000 小时
 » 支持两种信号同时输入，画中画位置、大小可选，最大化利用显示功能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ON-42HB/Z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液晶监视器

屏幕说明 42 寸工业级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963.6*557.92*60.2mm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945.8mm（H）*534.02mm(V)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000:1

亮   度 450cd/ ㎡

宽高比 16：9

整机功耗 ≤ 150W

输入电压 100V-240V,50-60Hz

重量 17.5Kg

菜单语言 中英文（多种语言可选）

视频标准 PAL/NTSC 自动识别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VESA 标准安装孔、台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H)×178° (V)

使用温度 0℃～ 40℃

使用湿度 10% ～ 80%

操作方式 面板按键，红外遥控器

备注 B：壁挂式；Z 座式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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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三星原装 46 寸超窄边液晶屏，质量可靠
 » 双通道 DVI 高清画面切换，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首创拼接无线操控技术，多用户操控设计，满足多台终端操控大屏
 » 支持 USB 播放功能，支持音频、视频、图片，还可以作为机器主板升级
 » LED 亮艳光源，3D 数码降噪，HD 高解析度、逐行扫描、软件提高对比

度
 » 自动调节背光亮度和刷新频率，全新彩色引擎还原，自动调节色彩的饱

和度
 » 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PJ-46S-2-35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LED高亮超窄拼接屏

屏幕说明 三星 46 寸超窄边 LED 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1021.98X576.57X155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1018.08X572.67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3500:1

亮   度 700cd/ ㎡

拼接缝隙 3.5mm

整机功耗 200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6.7M

控制信号 Rs232

输入信号 USB/HDMI/DVI/VGA/AV/AUDIO/RS232/UR/ 电源接口

遥  控 带线控制键盘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机柜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178° (H,V)

使用温度 0℃～ 60℃ /10%-90%

使用湿度 10% ～ 90%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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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三星原装 49 寸超窄边液晶屏，质量可靠
 » 双通道 DVI 高清画面切换，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首创拼接无线操控技术，多用户操控设计，满足多台终端操控大屏
 » LED 亮艳光源，3D 数码降噪，HD 高解析度、逐行扫描、软件提高对比

度
 » 自动调节背光亮度和刷新频率，全新彩色引擎还原，自动调节色彩的饱

和度
 » 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PJ-49S-2-18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LED高亮超窄拼接屏

屏幕说明 三星 49 寸超窄边 LED 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1075.6X605.8X118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1073.8×604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300:1

亮   度 500cd/ ㎡

拼接缝隙 1.8mm

整机功耗 165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07 Billion

控制信号 Rs232

输入信号 USB/HDMI/DVI/VGA/AV/AUDIO/RS232/IR/ 电源接口

遥  控 带线控制键盘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机柜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178° (H,V)

使用温度 0℃～ 60℃ /10%-90%

使用湿度 10% ～ 90%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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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三星原装 55 寸超窄边液晶屏，质量可靠
 » 双通道 DVI 高清画面切换，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首创拼接无线操控技术，多用户操控设计，满足多台终端操控大屏
 » LED 亮艳光源，3D 数码降噪，HD 高解析度、逐行扫描、软件提高对比

度
 » 自动调节背光亮度和刷新频率，全新彩色引擎还原，自动调节色彩的饱

和度
 » 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PJ-55S-2-18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LED高亮超窄拼接屏

屏幕说明 三星 55 寸超窄边 LED 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1211.4 X 682.2 X 123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1209.6 X 680.4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400:1

亮   度 500cd/ ㎡

拼接缝隙 1.8mm

整机功耗 230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06B

控制信号 Rs232

输入信号 USB/HDMI/DVI/VGA/AV/AUDIO/RS232/IR/ 电源接口

遥  控 带线控制键盘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机柜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178° (H,V)

使用温度 0℃～ 60℃

使用湿度 10% ～ 90%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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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设备

 » 三星原装 55 寸超窄边液晶屏，质量可靠
 » 双通道 DVI 高清画面切换，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首创拼接无线操控技术，多用户操控设计，满足多台终端操控大屏
 » 支持 USB 播放功能，支持音频、视频、图片，还可以作为机器主板升级
 » LED 亮艳光源，3D 数码降噪，HD 高解析度、逐行扫描、软件提高对比

度
 » 自动调节背光亮度和刷新频率，全新彩色引擎还原，自动调节色彩的饱

和度
 » 多种高清视频接口，兼容性高
 » 适用于金融、珠宝店、医院、地铁、火车站、飞机场、展览会所、商业

写字楼、休闲娱乐场所

APG-MPJ-55Y-2-35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LED高亮超窄拼接屏

屏幕说明 三星 55 寸超窄边 LED 液晶屏

外观尺寸 宽 * 高
* 深 (mm) 1213.5 X 684.3 X 123

可视面积 宽 * 高 
(mm） 1209.6 X 680.4

分 辨 率 1920*1080

对 比 度 ( 区域控
光技术 ) 1400:1

亮   度 700cd/ ㎡

拼接缝隙 3.5mm

整机功耗 200W

响应时间 8ms

色  彩 16.7M

控制信号 Rs232

输入信号 USB/HDMI/DVI/VGA/AV/AUDIO/RS232/UR/ 电源接口

遥  控 带线控制键盘

产品架构 五金机壳；烤漆工艺

面板颜色 黑色、用户自定义颜色

安装方式 机柜式、壁挂式

可视角度 178° /178° (H,V)

使用温度 0℃～ 60℃

使用湿度 10% ～ 90%

»» 产品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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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讲

APG-BI-C6000
对讲系统管理软件

 » 统软件包由服务器管理软件、工作站软件及工具软件组成。
 » 服务器管理软件：负责整个系统的运行通信、设备信息的设置存储；整

个系统中的对讲设备是通过服务器管理软件进行交互信息的，所以必须有
服务器管理软件的支持，软件没运行的话，所有设备都处在网络断开状态，
不能相互通信。

 » 工作站软件：主要负责配置对讲终端，管理寻呼话筒和对讲终端，可以
进行呼叫、监听、监视、可进行视频回放、远程升级、控制输入输出设备
等功能。
 » 工具软件：一些辅助小工具，对系统功能的一些补充。

 » 电脑配置：CPU/ 酷睿 2.0G 以上，内存 2GB，硬盘 500GB 以上，配有
千兆网卡。
 » 外接设备：音箱。
 » 硬盘录像数据储存时间长度取决于硬盘的容量大小。  
 » 操作系统：Windows XP/Win 7/Windows Server 2003/2008   

»» 产品特点

»» 硬件要求

APG-BI-C6100V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显示屏 10.1″彩色液晶电阻触摸屏

接口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个音频输出接口，1 个音频输入
口，2 路短路输出接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328mmx203mmx34mm

»» 技术规格
 » 10.1 寸液晶触摸屏，CMOS 彩色摄像头，嵌入式操作系统，界面美观大方，

尽显高档美观，操作灵活、便捷；
 » 工业级芯片，启动时间极小；
 » 可直接在话筒上设置一些运行参数；
 » 可根据终端设备的 ID 号，快速拨号指定的终端设备；
 » 可对所管理的终端设备进行呼叫、监听、监视、广播喊话；
 » 内置扬声器，可以呼叫、被呼叫，可和对讲终端和话筒实现全双工对讲，

当终端设备带内置摄像头，话筒之间可实现可视对讲；
 » 带有 2 路短路输出口，可以控制一些外围设备，可跟对讲终端联动；
 » 终端设备和寻呼话筒通话，寻呼话筒会把通话的音视频文件保存在其存

储器上，空闲时自动上传到服务器软件上；
 » 监听、监视系统终端；
 » 可远程开启 / 关闭门锁、道闸、电视、灯光等设备；
 » 免提通话方式，采用回音消除技术，内置高灵敏度话筒及喇叭；
 » 有以太网的地方即可接入，可跨网段、跨路由，可接入互联网

»» 产品特点

IP 网络寻呼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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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讲

APG-BI-C6200

APG-BI-K5000

IP 网络对讲固定电话转接器

IP 网络柜员窗口对讲系统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网络芯片速率 10/100Mbps

接口 1 个 RJ45 接口、2 个 RJ11 接口、Line OUT、4 路输入、
2 路输出

工作温度 -20℃ ~+50℃

工作湿度 10%-90%

产品尺寸 220*135*48mm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个外机接口，1 个录音输出接口，1
路短路输入接口，1 路短路输出接口，1 个扩展通信接
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176*113*56mm

»» 技术规格

»» 技术规格

 » 通过模拟电话线与公共电话网络或 PBX 程控电话交换机连接，用于接通
客服电话移动电话等；
 » 标配 1 路 FXO 接口，满足多路并发通话；
 » 通过电话转换器，终端可呼叫到固定电话或手机，进行全双工通话，如

遇忙可自动转移到指定的寻呼话筒或其他终端上，或是设置好的其他电话
（手机）号码上；
 » 外线电话可呼叫任意一台 IP 网络终端或寻呼话筒，进行全双工通话；
 » 外线电话根据语音提示，能对 IP 网络终端进行全区或分区广播；
 » 支持通过寻呼话筒呼叫预先设置的手机、固定电话，做到快速紧急预案

处理；

»» 产品特点

 » 安装在每个柜员窗口上，对讲外机安装在柜台防弹玻璃上，柜员内机放
置在柜员桌面上。
 » 柜员内机采用高档铝合金拉丝面板配亚克力按键板，坚固耐用，美观大方，

台式放置。
 » 全双工对讲：窗口内外机全自动一对一全双工对讲，不用按键，沟通清

晰流畅。
 » 欢迎词功能：柜员内机具有播放欢迎词功能，按此键可播放“欢迎光临！

XX 为您服务”。
 » 外机静音功能：柜员内机具有对外机静音键，当不方便让储户听到柜台

内的通话时，柜员可按此键，这时柜台内的通话内容柜台外是听不到的。
 » 内外机音量调节功能：内外机均有独立的音量调节旋钮，可对不同的环

境进行音量调节。
 » 柜员内机呼叫主管或行长功能：当柜员在办理业务的时候需要主管领导

对其业务进行授权时，可通过柜员内机上的呼叫按键呼叫主管领导过来对
其进行授权支持。

»»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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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讲

APG-BI-A8101V
分体式 IP 网络对讲终端可视面板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音频编码 SILK，PCM 

视频分辨率 352*288,640*480

摄像头 CMOS 彩色摄像头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音频输出口，4 路短路输入，2 路短
路输出接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117*204*41mm

预埋尺寸 114*201*35mm

»» 技术规格
 » 高档铝合金拉丝面板，坚固耐用，可明装、可嵌入；
 » 由主控机（A8100）控制工作，大部分功能由主控机控制完成，面板参

数如呼叫对讲、通话音量、视频信息等均由主控机控制；
 » 有单呼叫键（紧急呼叫）和双呼叫键（紧急呼叫 + 业务咨询），可视和

非可视供选择；
 » 内置扬声器和咪头，可免提通话和接收广播；
 » A8101V 内置摄像头，实现可视对讲，对讲时达到音容并茂效果，并可被

监听监视；
 » 摄像头旁带有 6 个白灯，通话时自动亮起，可增加现场亮度，提高视频

质量

»» 产品特点

APG-BI-A8100
分体式 IP 网络对讲终端主控机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速率 16K-192Kbps

音频编码 SILK，PCM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音频输出口，4 路短路输入，2 路短
路输出接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220*135*48mm

»» 技术规格
 » 数字录音录像功能（面板选择 A8101V 时，具有录像功能），对讲时录

制的音视频文件保存寻呼话筒中，空闲时上传到服务器上；
 » 带音频输出口，可外接有源音箱，实现背景音乐扩音播放，对讲时自动

中断；
 » 可选内置 2*10W 的 D 类数字功放模块，外接无源音箱即可实现大功率喊

话和广播功能；
 » 带有 4 路短路输入、2 路短路输出口，可以控制警灯、警笛、幕帘探测

器等外围设备；
 » 在本地货远程触发时，可播放内置音频文件（如：播放提醒用户取款安

全的语音）；
 » 可通过软件更改主控机名称、优先级别、短路输入输出设置、振铃声音

大小、喇叭音量大小、音视频的一些参数等等，所连接的面板参数都以主
控机的参数为准；
 » 有以太网的地方即可接入，可跨网段、跨路由。

»» 产品特点



125 www.visionfocus.cn上海集光安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专业对讲

APG-BI-J8101V

APG-BI-A8103

IP 网络防爆可视对讲终端

分体式 IP 网络对讲终端小型面板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音频编码 SILK，PCM 

视频分辨率 352*288,640*480

摄像头 CMOS 彩色摄像头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音频输出口，4 路短路输入，2 路短
路输出接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117*204*41mm

预埋尺寸 114*201*35mm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音频编码 SILK，PCM 

视频分辨率 无

摄像头 无

接口 12V 电源接口 ,2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65*150*29mm

预埋尺寸 52*140*22mm

»» 技术规格

»» 技术规格

 » 高档铝合金拉丝面板，坚固美观，可明装、可嵌入安装。含内六角固定螺丝，
具有防水、防潮、防粉尘、防拆、防暴力破坏等功能；
 » 呼叫转移，当呼叫的寻呼话筒遇忙、关机、无应答时，可转移呼叫该话

筒的上级中心话筒；
 » 内置扬声器，可免提通话和接收广播；
 » 免提通话，内置咪头，对讲时达到音容并茂的效果，并可被监听监视
 » 数字录音录像功能，对讲时录制的音视频文件保存在寻呼话筒中，空闲

时上传到服务器上； 
 » 设备空闲时可播放背景音乐，对讲时自动中断；
 » 带音频输出口，可外接有源音箱；
 » 联动控制：提供 TCP 指令、UDP 指令、RS485 接口、带有短路输入、输出口，

可以接收和控制一些外围设备（比如警灯、幕帘探测器、门磁、门锁等）；
 » 大声喧哗报警功能，即：设置分机处于持续喧哗并超过一定分贝时，可

自动向 IP 网络寻呼话筒和管理中心软件发出报警；
 » 通话数据保密功能。对传输中的数据进行加密，以防止他人窃听利用，

使通话更安全；
 » 供电方式：单独供电、集中供电、POE 供电；
 » 有以太网的地方即可接入，可跨网段、跨路由，可接互联网

 » 高档铝合金拉丝面板，坚固耐用，可明装、可嵌入；
 » 由主控机（A8100）控制工作，大部分功能由主控机控制完成，面板参

数如呼叫对讲、通话音量、视频信息等均由主控机控制；
 » 有单呼叫键（紧急呼叫）和双呼叫键（紧急呼叫 + 业务咨询），可视和

非可视供选择；
 » 内置扬声器和咪头，可免提通话和接收广播；

»» 产品特点

»» 产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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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对讲

APG-BI-RB
雷达语言播报器

工作电压 DC9~15V( 额定 12V）

额定工作电流 <50mA

音频输出功率 3W/84 欧

感应方式 微波雷达感应

感应距离 ≤ 15 米

接口 USB、串口、报警输出口、音频输出口

工作温度 -20 摄氏度 -60 摄氏度

产品尺寸 TBAE-LDB15140*166*708mm；TBAE-LDB 产品尺寸：
128*71*58mm

安装支架 无

»» 技术规格
 » 雷达感应距离可调，在 15 米之内可调；
 » 内置 8M-Bit 容量的 SPI-Flash, 可以存储和播放 340 秒（6K 采样率）的

语音内容，也可根据特殊情况提高 FLASH 容量（1M-Bit 至 32M-Bit);
 » 支持播放采样率 8KHZ 至 22KHZ 的 WAV 语音文件，音频播放音质好，

还原度高，音量大小可调，并且声音可以输出，外接功放；
 » 具有报警信号输出功能（常开 / 常闭），可接入报警主等联动设备；
 » 内置时钟芯片，可以指定时间段的报警方式输出（共 4 种报警方式，分

别是“无”、“语音播报”、“报警输出”、“语音播报 + 报警输出”）；
 » 全自动语音播放，无需人工干预；
 » 可设检测到人体连续活动多长时间输出报警（可作为人员滞留侦测功能），

也可设报警后间隔多久重启报警检测；
 » 可任意更新语音内容，支持 USB 或串口在线上传模式，方便快捷，重复

上传语音文件可达 5 万次以上；
 » 可配合专业语音转换工具轻松组合语音内容，随意更换语音内容，满足

客户不同需求

»» 产品特点

APG-BI-A8102
分体式 IP 网络对讲终端可视面板

电源 DC12V

功耗 ≤ 5W

网络通信协议 TCP、UDP、RTP

音频采样 22.050khz~44.1KHZ，16bit

网络通信速率 10/100Mbps

位传输率 16K-192K bps

音频编码 SILK，PCM 

摄像头 无

接口 12V 电源接口，1 音频输出口，4 路短路输入，2 路短
路输出接口，1 个 RJ45 接口

产品尺寸 111*161*35mm

预埋尺寸 107*158*30mm

»» 技术规格
 » 高档铝合金拉丝面板，坚固耐用，可明装、可嵌入；
 » 由主控机（A8100）控制工作，大部分功能由主控机控制完成，面板参

数如呼叫对讲、通话音量、视频信息等均由主控机控制；
 » 有单呼叫键（紧急呼叫）和双呼叫键（紧急呼叫 + 业务咨询），可视和

非可视供选择；
 » 内置扬声器和咪头，可免提通话和接收广播

»» 产品特点



平台服务器

Platform Server 

1 1
模块化硬件，服务器主板，电源，硬盘，插卡式维护

支持 1+1 扩展冗余电源

独立 SSD 系统盘，高效系统

双千兆网口，支持网络均衡

10000 路设备管理能力， 500M 带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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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服务器

 » 10000 路设备管理能力
 » 500M 流媒体转发能力
 » 双千兆独立网口
 » 采用高性能处理器以及服务器专用 ECC 内存
 » 支持多主动注册服务
 » 系统有独立的 IPMI 管理网口 , 可实现远程管理
 » 支持 1+1 扩展冗余电源方案，扩展性更强
 » 刀片式 450MM 短机箱，便于上架，适用于大部分机柜；短小紧凑 1U 机

箱，适应场合更广
 » 控制器单独支持 2.5 寸系统盘位，可做系统盘或缓存使用，不浪费整体

存储盘位；
 » 采用免工具模块化，无任何接线，单独控制器盒，易拔插的结构，安装

维护更；
 » 方便，稳定性可靠

APG-SER-604N-1U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平台服务器

性能

设备管理能力 10000 路

流媒体接入及转
发能力 500M

主机

处理器 英特尔高性能 64 位多核处理器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主硬盘 SSD 电子硬盘

内存 4GB ECC 金士顿服务器专业内存（可扩充 64G）

网卡 2 路 千兆

视频输出 1xVGA

音频输出 选配

扩展

网络 2×RJ45 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存储 选配支持扩展柜

CD-ROM/ 软盘驱
动器 可选外置光软驱

管理方式 1 个 RJ45 管理接口（IPMI）

OS

Windows N/A

Linux CentOS 7（可选）

其他

电源 550W 白金牌效率电源 , 支持热插拔更换（支持 1+1 扩
展冗余电源）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 5℃ ~ 40℃；非运行温度：-40℃ ~ 70℃

环境湿度 运行湿度：35%~80% ； 非运行湿度：20% ~ 90% 

安装 1U 高度 标准机架式

尺寸 ( 长 / 宽 / 高 ) 450mm/430mm/44mm（机箱）
540mm/540mm/170mm（外包装）

净重 ≤ 40Kg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 <50 Dba；环境温 <28℃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 产品尺寸

»» 应用场所
 » 中大型项目，多设备管理服务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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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服务器

 » 10000 路设备管理能力
 » 500M 流媒体转发能力
 » 双千兆独立网口
 » 采用高性能处理器以及服务器专用 ECC 内存
 » 支持多主动注册服务
 » 系统有独立的 IPMI 管理网口 , 可实现远程管理
 » 支持 1+1 扩展冗余电源方案，扩展性更强
 » 刀片式 450MM 短机箱，便于上架，适用于大部分机柜；短小紧凑 1U 机

箱，适应场合更广
 » 控制器单独支持 2.5 寸系统盘位，可做系统盘或缓存使用，不浪费整体

存储盘位；
 » 采用免工具模块化，无任何接线，单独控制器盒，易拔插的结构，安装

维护更
 » 方便，稳定性可靠

APG-SER-704N-1U

»» 技术规格

»» 产品特点

平台服务器

性能

设备管理能力 10000 路

流媒体接入及转
发能力 500M

主机

处理器 英特尔高性能 64 位多核处理器 至强 1230-V3

芯片组 英特尔 Haswell

主硬盘 128G  SSD 电子硬盘

内存 4GB ECC 金士顿服务器专业内存（可扩充 64G）

网卡 2 路 千兆

视频输出 1xVGA

音频输出 选配

扩展

网络 2×RJ45 100M/10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存储 选配支持扩展柜

CD-ROM/ 软盘驱
动器 可选外置光软驱

管理方式 1 个 RJ45 管理接口（IPMI）

OS

Windows N/A

Linux CentOS 7（可选）

其他

电源 550W 白金牌效率电源 , 支持热插拔更换（支持 1+1 扩
展冗余电源）

环境温度 运行温度： 5℃ ~ 40℃；非运行温度：-40℃ ~ 70℃

环境湿度 运行湿度：35%~80% ； 非运行湿度：20% ~ 90% 

安装 1U 高度 标准机架式

尺寸 ( 长 / 宽 / 高 ) 460mm/433mm/44mm（机箱）
595mm/595mm/195mm（外包装）

净重 ≤ 40Kg

噪声 运行模式中，于侧位测量声压 <50 Dba；环境温 <28℃ 
时测得声强为 6.2dBA

»» 产品尺寸

»» 应用场所
 » 中大型项目，多设备管理服务应用。



软件平台

Platform Software

1 2
支持 GB/T28181 标准，支持 onvif 协议，主动注册

B/S&C/S 双架构系统

门禁系统接入，报警主机接入，对讲系统接入，巡更系统接入，电梯系统接入

分布式架构，多级级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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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平安城市应用管理平台
VFS-C8000

软件定位

平台技术特点

平台服务模块

集光安防平安城市应用管理平台是集合视频监控联网管理系统，实现多区域、多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整合互通，为公安提供视频布防、指挥

调度等提供应用扩展及基础服务。平台采用服务模块化设计达到灵活应用及系统扩展功能。

平台支持人脸、人体、车牌、MAC 探测等智能分析，可应用于雪亮等平安城市项目中

1. 采用可靠的系统设计，平台核心服务器支持双机热备机制确保

了平台运行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安全性。

2. 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可以提供良好的系统扩展性、容错性，保

持系统的稳定性，独有的负载均衡算法，可以保证每台服务器压

力大致相同，从而保证系统连续稳定运行，使系统可以动态扩容

3. 单台（全双工千兆网卡）MTS 服务支持并发转发（500Mb 以内）

高清，其中视频达输入 200 路 720P（2Mb）图像；输出 200 路

720P（2Mb）图像

4. 支持动态负载分配，当一台转发服器出问题时，自动把此台转

发服务器上的流媒体数据自动分配在其它转发服务器上，不引响

用户视频观看和录像存储（当 MTS+SS 布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5. 海量设备接入管理，单服务器最大支持 10000 路

1. CMS： 中心管理服务器

2. MTS： 流媒体转发服务器

3. SS  ： 视频存储服务器

4. DMS： 设备管理服务器

5. AHS ： 报警主机服务器

6. AMS ： 报警服务器

7. IMS ： 图片服务器

8. PAS ： 巡更服务器

9. IAS ： 对讲系统服务器

10.JCMS： 对比服务器

11. JPS： 推送服务器

12. EMS： 电梯系统服务器

13. ACS： 门禁系统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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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平台应用功能

应用端采用B/S、C/S 双系统架构展现方式

设备接入功能

1）支持本公司 IPC、NVR、4G 设备等 IP 设备接入

2）设备接入网关，（具备主流厂商私有协议、ONVIF）支持第

三方设备接入

3）支持 GB/T28181 协议 IP 网络设备接入

4）智能设备接入，报警主机、对讲设备、门禁设备、电梯管理

等设备实现统一管理

视频预览功能

1）预览主界面，播放 / 停止 / 关闭、等比 / 全屏显示、录像 / 抓图、

画面分割切换、主 / 辅码流切换

2）云台控制，方向控制、变倍控制、聚焦控制、光圈控制、步

长控制、预置点等配置

3）图像调节，亮度、对比度、色度、饱和度、重置

4）报警信息提示，滚动提示、信息列表、点击打开视频

5）报警弹窗，预览报警画面、信息显示

智能分析应用

1）人脸比对功能，人脸库增删改查、人脸比对报警检索

2）人体比对功能，人体库增删改查、人体比对报警检索

3）车牌比对功能，车牌库增删改查、车牌比对报警检索

4）支持移动终端 MAC 地址探测，设备进入 / 离开时间、设备连

接的 WIFI MAC、设备距离探测设备的大概距离、历史记录检索

5）支持周界、拌线、物品遗失、物品遗留、场景变换、跟踪检测、

视频遮挡、移动侦测、等智能报警信息检索

6）支持视频诊断，视频模糊、偏色检测、视频过亮、视频过暗、

视频丢失等智能检测信息检索

平台上联功能

支持 GB/T28181 上联协议，支持设备注册与发现、心跳检测、

实时监控、云台控制、录像回放、录像查询与下载、等联网功能

录像存储检索功能

支持存储策略多样化、存储服务器集中存储、多存储服务器单独

通道绑定、NVR 托管存储服务等多种存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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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录像回放功能

1）支持查询，按时间、类型（报警类型、定时）、来源（平台

存储服务器、IPC、NVR）

2）支持下载，平台录像、前端设备

3）支持回放，播放、暂停、快放、慢放、倒放等模式

支持地图功能

1）百度地图（外网支撑），支持 GPS 轨迹展现、设备地图布控、

报警信息提示（闪烁、列表显示、点击预览）

2）电子地图，矢量地图导入、设备地图布控、报警信息提示（闪

烁、列表显示、点击预览）

系统管理

a) 支持按组织架构、权限组、用户等权限管理

b) 支持系统日志导出、过滤、查看等

电视墙管理

a) 支持大屏拼接、开窗、漫游等功能

b) 支持预案添加管理、预览上墙、预案轮巡计划

c) 支持录像上墙回放功能

d) 支持 3D 摇杆网络键盘控制、设备上墙、预案上墙、云台控

制等功能

报警管理

1）支持实时报警事件（查看报警信息、图片、录像、事件处理）

等方式

2）支持历史报警时间（按设备、时间、类型、处理等，可查看

报警信息、图片、录像、事件处理）

3）报警联动功能，平台录像、联动设备报警输出、抓图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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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智能建筑应用管理平台
VFS-B3000

软件定位

集光安防 VFS-B3000 智能建筑管理平台是多子系统集中化统一管理达到互联互动功能，平台采用服务模块化设计达到灵活应用及系统扩展

功能，其中包含监控视频、电梯管理、停车场、报警主机、可视对讲、巡更、门禁、智能分析报警等多子系统，方便用户使用和提高效率，

可应用于智能建筑行业项目中，实现多区域、多部门信息资源共享整合互通，为公安提供视频布防、指挥调度等提供应用扩展及基础服务。

平台技术特点

1. 平台支持私有云，客户可自行架设部署，可达到跨地域统一集

中管理

2. 采用可靠的系统设计，平台核心服务器支持双机热备机制确保

了平台运行的稳定性和数据的安全性。

3. 平台采用分布式架构可以提供良好的系统扩展性、容错性，保

持系统的稳定性，独有的负载均衡算法，可以保证每台服务器压

力大致相同，从而保证系统连续稳定运行，使系统可以动态扩容

4. 单台（全双工千兆网卡）MTS 服务支持并发转发（500Mb 以内）

高清，其中视频达输入 200 路 720P（2Mb）图像；输出 200 路

720P（2Mb）图像

5. 支持动态负载分配，当一台转发服器出问题时，自动把此台转

发服务器上的流媒体数据自动分配在其它转发服务器上，不引响

用户视频观看和录像存储（当 MTS+SS 布在同一台服务器上）

6. 海量设备接入管理，单服务器最大支持 10000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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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平台服务模块

平台功能模块及应用功能

1. CMS： 中心管理服务器

2. MTS： 流媒体转发服务器

3. SS： 视频存储服务器

4. DMS： 设备管理服务器

5. AHS： 报警主机服务器

6. AMS： 报警服务器

7. IMS： 图片服务器

8. PAS： 巡更服务器

9. IAS： 对讲系统服务器

10. EMS： 电梯系统服务器

11. ACS： 门禁系统服务器

应用端采用B/S、C/S 双系统架构展现方式 电梯管理模块

1）电梯管理，包括名称、编号、品牌、型号、所属小区、是否

在线等、可跨区域多电梯集中管理

2）小区管理，包括小区名称、所属区域街道、维保单位、使用

单位等信息管理

3）电梯运行，可对电梯实时运行情况查看、并支持电子地图部署

4）电梯异常，支持运行中开门、超速、冲顶、长时间开门、们

区内无法开门等多种异常情况，支持电梯异常统计

停车收费管理模块

1）对出入口的车辆进行进 / 出放行、拒绝、记录、报警等功能

应用

2）对长期车辆进行系统集中管理，临时车辆进行计费管理

门禁管理模块

对出入口卡片、人员进行权限管理，对门禁资源信息、异常报警

等进行集中管理

设备管理模块

1）支持本公司 IPC、NVR、4G 设备等 IP 设备接入

2）设备接入网关，（具备主流厂商私有协议、ONVIF）支持第

三方设备接入

3）支持 GB/T28181 协议 IP 网络设备接入

4）智能设备接入，报警主机、对讲设备、门禁设备、电梯管理

等设备实现统一管理

智能分析应用

1）支持人数统计、人脸检测、车牌识别、周界、拌线、物品遗失、

物品遗留、场景变换、跟踪检测、视频遮挡、移动侦测、等智能

报警信息检索

平台上联功能

支持 GB/T28181 上联协议，支持设备注册与发现、心跳检测、

实时监控、云台控制、录像回放、录像查询与下载、等联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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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视频预览功能

1）预览主界面，播放 / 停止 / 关闭、等比 / 全屏显示、录像 / 抓图、

画面分割切换、主 / 辅码流切换

2）云台控制，方向控制、变倍控制、聚焦控制、光圈控制、步

长控制、预置点等配置

3）图像调节，亮度、对比度、色度、饱和度、重置

4）报警信息提示，滚动提示、信息列表、点击打开视频

5）报警弹窗，预览报警画面、信息显示

录像存储检索功能

支持存储策略多样化、存储服务器集中存储、多存储服务器单独

通道绑定、NVR 托管存储服务等多种存储方式

录像回放功能

1）支持查询，按时间、类型（报警类型、定时）、来源（平台

存储服务器、IPC、NVR）

2）支持下载，平台录像、前端设备

3）支持回放，播放、暂停、快放、慢放、倒放等模式

支持地图功能

1）百度地图（外网支撑），设备地图布控、报警信息提示（闪烁、

列表显示、点击预览）

2）电子地图，矢量地图导入、设备地图布控、报警信息提示（闪

烁、列表显示、点击预览）

系统管理

a) 支持按组织架构、权限组、用户等权限管理

b) 支持系统日志导出、过滤、查看等

电视墙管理

a) 支持大屏拼接、开窗、漫游等功能

b) 支持预案添加管理、预览上墙、预案轮巡计划

c) 支持录像上墙回放功能

d) 支持 3D 摇杆网络键盘控制、设备上墙、预案上墙、云台控制

等功能

报警管理

1）支持实时报警事件（查看报警信息、图片、录像、事件处理）

等方式

2）支持历史报警时间（按设备、时间、类型、处理等，可查看

报警信息、图片、录像、事件处理）

3）报警联动功能，平台录像、联动设备报警输出、抓图等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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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主要功能

- 设备管理，设备搜索添加，支持 AS300 平台设备
- 云台控制，支持开窗，支持漫游
- 屏幕预案，轮巡计划（设置轮巡计划）
- 预案投屏操作（预案上墙）
- 视频通道投屏操作（视频上墙）
- 录像回放投屏操作（录像回放上墙）

- 大屏拼接，满足市场需求
- 对大屏进行颜色调节（视频效果控制）
- 解码器画面关闭单个 / 关闭所有
- 网络键盘控制
（设备上墙，云台控制，预案上墙，轮训上墙，画面分割等等）
- 电视墙模块显示解码器以及编码器信息

拓扑图

TVwall»»高清解码拼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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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平台

集云手机客户端平台

移动远程视频监控出现后，颠覆了传统模式；他将观看端从电

脑大屏搬到了手机和平板，更有甚者，直接将监控摄像头也变成了

移动设备；移动摄像头、无线云联网摄像头、智能设备等。通过两

个移动终端，可以突破硬件障碍，利用 wifi 和 3G/4G 网络实现随时

随地远程监控。

集云（G-CLOUD）是基于移动互联网、云平台技术的远程视频

监控管理软件，为用户提供远程视频监控、管理、异常报警等服务，

并支持录像、回放、分享等功能，让您随时随地掌握想要的信息，

想看就看，想说就说，想听就听！

集云（G-CLOUD）让视频监控冲上“云”霄，通过手机也能随

时随地查看监控视频，实现了监控移动化、智能化，为打造智慧生

活添砖加瓦。作为视频监控企业代表，集光安防认为云监控促进了

监控行业的升级转型，未来的监控系统将朝着数字化、高清化、智

能化、集成化的方向发展。

 1、集云 APP，各大应用市场一键下载；

2、扫码即可添加监控设备，四面八方一手掌握；

3、远程监控，一键开启，随时随地，实时查看 ;

4、轻松享受视频聊天，录音录像随心所欲；

5、远程控制带云台设备灵活转向，360°监控无死角； 

6、微信分享功能，美好的瞬间与好友共同分享；

7、强大的智能报警功能，各类异常难逃摄像机的视线；

8、自动报警，第一时间上传并推送警报到 APP；

9、支持本地存储大容量视频录像，在线查询云录像；

10、操作界面简洁大方，操作方便，老人小孩都会用。

 传统的视频监控系统一般是这样的，用户或单位购买专业的视

频监控系统，将摄像机固定安装在墙壁或天花板上，然后另一端由

电脑负责监控，此类监控应用在各类企事业单位、小区、商场超市

等公用场合。

奶爸奶妈上班时不放心家里孩子，怎么办？

假期外出游玩，家里进贼或发生意外，怎么办？

多数店铺老板需身兼数职、亲力亲为，无暇全天在店里看管，有没

有办法脱身？

这一切，通过集光安防集云（G-CLOUD）平台即可轻松实现。

移动互联网的兴起一时之间席卷全球，在相继颠覆了餐饮行

业、旅游行业、医疗行业和教育行业后，视频监控行业也不断的衍

生出新的细分领域。近年，借助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技

术，从最初的闭路电视监控系统，到数模结合监控系统、全数字化

视频监控系统、再到云监控，监控系统也在与时俱进。

移动远程视频监控

集云G-CLOUD功能

传统的视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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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金融行业解决方案

银行属国家重点安防防范单位，业务涉及大量现金、有价值证券及贵重物品，是社会货币主要流通场所，国家经济重要环

节，所以呈现规模多样、重要设施繁多、出入人员复杂、管理涉及领域广等特点。 现代银行主要针对银行犯罪活动日趋上升，

犯罪手段和方式也逐渐多样化、暴力化、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全面加强和更新现代的银行安全防范系统，以适应银行机

制转轨和业务发展已变得迫在眉睫。 

    

为了遏制和打击犯罪、威少金融风险，银行需要对重要地点和营业场所进行有效和可靠的安全防范，为保障银行安全防范

的需求，结合 4K、H.265、3G/4G、云技术、大数据等技术．主要使用高清监控技术，实现对管理区域的可观化管理，结合部

分实用的智能化技术，在实现可调化的同时，有效提高综合安防管理的业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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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针对 ATM 自助银行、营业厅场所采用

智能多维研判、信息化客流量统计、

VIP 客户识别等符合金融业务需求的智

能化技术，提升银行服务质量，提高

客户满意度及客户体验

智能化分析，提升银行服务质量

高清大屏、无缝拼接、视觉体验

多元化输入、超强解码、及时畅显

一站式操作、多样化操作、灵活配置

畅显，让操作更便捷

资产管理，提供所有安防信息

业务监督，提升监管，降低监控风险

值班员管理，提高安保工作质量和效

率

安保业务，更贴近客户需求

时时关注视频质量、录像检查和设备

状态，通过故障联动报警、故障流转

处理、统计报表，最大程度的减少视

频监控系统运维的人力成本，提高运

行维护水平，保障系统安全可靠运行

运维管理，保障系统安全运行

客户价值

对系统内全域视频进行实时监控、录

像回放下载、高清视频上墙等统一管

理，同时搭载智能云存储技术，保障

整体数据集中管理、安全可靠。

高效视频管理，实现全域统揽调阅

通过创建报警业务模型，采用多类型

处警手段，进行多方位警情识别，实

现远程语音对讲、指挥处理应急事件，

达到多维度立体防控。

全流程报警业务，实现全域应急指挥

联网系统可以实现对异地或者下级行

的库房安全防护门等重要门禁进行远

程授权、复核等管理模式。

远程门禁控制，实现可视化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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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城市综合体安防解决方案

智能楼宇中各类建筑由于所处地域和地理位置的不同、周边环境的不同、建筑设计的不同、所需求功能的不同、工程施工

条件的不同等多种因素，因此其智能化系统的设计将会各具特色。相应的，一个建筑物内的智能化系统由许多子系统组成，分

别用以完成各种不同的功能。这些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有机结合，有些必不可少，而有些则可以取舍，不同子系统的组合可

完成不同的功能。对爱谱华顿而言，就是要以最好的性价比，寻求最佳的系统组合，以完成最强大的功能。我们设计的整个智

能建筑智能化系统将会更贴近项目的要求。无论从智能建筑优美的外部环境，还是到极具个性化的个人空间，均能反映出“以

人为本”的新理念。在设备方面，“智能化”、“数字化”这些全新的概念将会被应用到整个智能化系统中。

我们在智能建筑智能化系统的设计中，将会根据各建筑功能分区的不同功能来设计其不同的智能化系统。根据我们对于整

个智能建筑建筑设计理念的理解，其智能化系统将分为：

1．视频监控系统

①　门禁管理系统

②　巡查管理系统

③　电梯控制系统

2．一卡通管理系统 3．入侵报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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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交通行业解决方案

集光安防针对交通行业各环节的不同应用需求，提供专业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系统基于 IP 网络架构，前端主要有收费站 /

隧道管理所、服务区、大桥、城市管廊等监控场所，后端分根据实际情况有监控分中心、区域监控及省路网监控中心。各级监

控中心均可按权限策略对监控资源实现 " 看、查、控 "，为高速公路及时预警、联动指挥、快速处理打下了良好的数据基础。

 » 前端监控点根据安装位置选择

不同类型的高清网络摄像机

 » 监控分中心与上级联网采用通

信系统或专网

 » 监控点通过 FV 智能接入网关

组成千兆光纤环网传输至收费站

/ 隧道管理所

 » 系统采用分布式存储及管理方

式，收费站 / 隧道管理所可独立

工作，保证系统的可靠性

 » 收费站 / 隧道管理所与监控分

中心之宵，采用 FV 智能接入网

关或通信系统互联

 » 部署先进的智能分析平台，可

实现事件的预警，提高运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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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石油化工解决方案

集光安防针对石油石化行业各环节的不同应用需求，提供专业的一站式解决方案， 充分适应多种业务场景，确保整个业务

流的安全稳定运行。构建面向石油石化行业的全地域、 全天候、全流程可视化监控体系。

项目需求分析

针对化工厂区监控有其自身的独特需求，基本需求内容如下：

前端必要需求 1. 网络视频监控项目中所有的设备要求在化工厂现场环境下必须能够正常运转，不受现场环境影响，也

不能影响现场其他设备的正常运行。

2. 网络视频监控前端设备要求能够对化工厂现场进行视频图像采集，要求使用 720P 以上分辨率高清摄

像机进行图像采集，前端高清摄像机要求看清生产车间的仪表数值，部分区域需要满足防爆、低照度、

宽动态、智能分析的要求。

3. 前端防爆产品要求达到的防爆等级为：Ex d Ⅱ CT6 Gb。

4. 前端智能分析摄像机要求内部智能分析模块，在前端实现智能分析，主要用于园区周界跨界智能分析、

禁止区域闯入智能分析，当出现报警时，全厂控制中心需要弹出报警提示并联动录像。

5. 前端各装置网络摄像机信号需接入各机柜间 NVR（网络硬盘录像机），所有视频信号在机柜间存储至

少保证 1 个月，重要区域的视频信号要求存储时间至少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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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中心必要需求

备选需求

1. 全厂控制中心需采用 LED 或 LCD 拼接屏显示前端网络视频信号，拼接屏需通过高清解码器实现前端视

频信号的解码上墙、拼接、漫游、开窗等功能。

2. 全厂控制中心需配置高性能存储服务器或 NVR，实现对前端重要视频的备份存储和报警触发的视频存

储。

3. 全厂控制中心需配置高性能管理服务器、流媒体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安装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

通过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实现对全厂所有装置网络摄像机的视频画面查看和管理，对所有机柜间

的网络硬盘录像机、客户端以及监控中心各类服务器、网络存储、高清解码器等其他网络视频监控系统

设备进行管理和配置。

4. 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需要具备权限管理，不同装置客户端用户需配置不同权限，对可以查看的

视频有所限制。

5. 需要实现同一图像多级，多点同时观看，有利于统一指挥和多级多点同时监管。

6. 全厂控制中心管理服务器需要具备双网卡，同时支持内网和外网，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需要通

过外网访问。

1. 需要实现园区门禁系统和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的联动，门禁系统刷卡数据和视频监控画面进行

叠加，对没有通过正常方式开门的方式进行报警，报警需要联动视频弹出并录像。

2. 对部分区域要求实现现场环境的监测，包括现场温度、湿度、风速、水浸等环境量信息，并能针对温

湿度等数据进行阈值报警，报警需联动视频弹出画面并联动录像，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需要针对

环境量历史数据进行统计、曲线描绘等数据分析功能。

3. 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管理系统需要和全厂区周界报警系统 / 火灾报警系统实现联动，不同防区报警可调

用不同防区视频弹出画面进行报警，并实现联动录像。

4. 远程网络视频监控系统需要支持手机监看、监听和录像回放。

校园安防解决方案

为了有效保护未成年青少年和儿童的人身安全，防止外来侵害案件的发生，维护校园正常的教学和生活秩序，公安部、教

育部、中央综治办等部门联合出动制定了一系列的安全防范措施，随着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平安校园”、“数字校园”建

设相继展开。     

      整个方案主要建设成具有数据通讯技术、网络技术、数据库技术、视频技术、系统工程、管理技术等高科技手段，实现

各种视频安防监控、入侵报警、110 安防报警的视频联动，形成“人防、技防、物防”相结合的安全防范措施，实现对校园的

综合安全保障。且实现在省教育厅可对辖区分批建立全方位发挥作用的安全、可信、实时、高效的数字化、信息化的校园监控

指挥、管理、服务体系，实现以人为本、平安为先，打造平安校园，优化育人环境，让学生“高高兴兴上学去，开开心心把家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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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需求分析 校园的智能安防系统与普通安防有共通之处，但也有很多自己的特点和要求：

监控面积大：学校的校园面积一般较大，监控点多。要求系统支持多种布线方式，最好可利用现成线路，

或充许多个子系统相对独立，方便施工及维护。

远程报警：当学生及教职工离校后，可启动远程移动报警，各监控点发生人员侵入，可通过网络将警情

上传至网络监控中心，并将图像自动切换到现场，并自动录像，便于及时采取措施。

可意外伤害取证：学生在校期间，要能对所有监控点进行录像，方便发生意外伤害时，主动举证。

可作其它应用：安防系统要与其它系统及学校日常工作相结合，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

多级架构：系统支持多级架构的远程监控管理，在各级监控中心可以根据系统权限的设定对任意前端进

行监控。

学校的智能化安防系统主要体现以下特点和要求：

视频监控：采用先进的计算机视觉算法，完成高清化、信息化、IP 化、智能化；

行为分析：重点的监控场景，智能行为分析 , 加强强制性监控点数据分析；

门禁管理：通过门禁管理，人员通行权限的管制和分配，实现安全化；

语音对讲：通过音视频，可远程教学；通过语音对讲，实时掌握考场情况；

入侵报警：红外对射、探测器、电子围栏等硬件设备，通过报警主机实现布撤防；

紧急求助报警：对讲软件、IP 寻呼话筒、IP 可视防暴对讲终端可 110 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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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金
融
行
业

智
能
楼
宇

贵州农村信用社 建设银行广东省分行

龙之梦购物中心 新大陆广场

交通银行 邮政储蓄

长春市红旗街万达广场 金堂华地财富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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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医
疗
机
构

智
能
小
区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 甘肃省第三人民医院

重庆木耳社区 亚泰澜熙郡

河南省第三人民医院 河南民生医院

金辉 • 天鹅湾 睿智禧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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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平
安
校
园

市
政
项
目

中侨学院 太原市第五十二中

上海政协 上海科技馆

辽东湾实验小学 辽宁省营口市青少年宫

贵州天文台 山西省气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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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司
法
机
关

工
业
项
目

武警三级网监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监狱

上海贝斯特工厂总部 沈阳公用集团橡胶产业园区

信阳市检察院 登封市人民法院

南京高淳宁高产业园 山东省聊城市交大科技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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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

平
安
城
市

交
通
项
目

日照平安城市 延安平安城市

兰新铁路 沈阳北站

兰州市平安网吧 福州平安城市

武汉过江隧道 长春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