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車牌辨識用(ITS)攝影機

SNC-LHA6210MD-3C
極黑光

2M極黑光車牌辨識用網路攝影機
•1920 (H) x 1080 (V) 10 倍光學變焦網路攝影機
• 1/2.8” Sony 2.1 百萬畫素星光 CMOS 感測器
•彩色: 0.01Lux@F1.6, 黑白: 0.005Lux@F1.6, 紅外燈開啟:0Lux@F1.6
• 10 倍光學變焦(f5~50mm) AF, F1.6 變焦鏡頭&最大 8 倍電子變焦
•可編輯快門速度最小值＆大範圍
•智能降噪, 3D / 2D 降噪&感度提升, 除霧功能
•超級寬動態 WDR 120dB & 強光抑制(HLC)
• 12 個高功率矩陣 LED 燈, 照射距離高達 80 公尺&可調節 LED 燈亮度
•雙風扇與溫度控制風扇開/關

內置10倍電動光學 極黑光網路攝影機
SNC-HD6211MDZ-3C

•可預設日/夜模式, 自動切換重新對焦

影像感測器

1/2.8" Sony 2.1百萬畫素 STARVIS CMOS感測器

最高影像速率 (幀/秒)

1920x1080p@50/60fps, 1280x720p@60fps

視訊編碼格式
影像

最低照度
寬動態
紅外線LED燈; 照射距離

H.265: Main Profile/H264:Baseline/Main Profile/High
Profile/MJPEG
彩色: 0.01Lux@F1.6, 黑白: 0.005Lux@F1.6, 紅外燈開
啟:0Lux@F1.6
120dB
12個高功率矩陣 ( Ø22)LED燈,

外觀尺寸

照射距離高達80公尺& LED燈亮度可調節

日夜模式

彩色 / 黑白 / 自動 / 外部觸發

自動電子快門:

可高低設定,1/25(30)~1/30,000秒, 無閃爍
1/25(30), 1/50(60), 1/100(120), 1/150(180),1/200(240), 1/250,

手動電子快門

1/300, 1/350, 1/400, 1/450,

1/500, 1/600, 1/750, 1/1000,

1/1500, 1/2000, 1/4000, 1/8000, 1/16,000, 1/30,000秒

功能

感度提升

開 (x2, x4, x8, x16, x32) / 關

白平衡

自動追蹤 / 自動白平衡 / PWB( 單按鎖定 ) / 手動

寬動態及背光補償功能

強光抑制寬動態(HWDR); 數位寬動態(WDR); 背光補償(BLC); 高
光背光補償(LWDR)

除霧功能; 動態降噪

自動/手動/關; 階層: 高/中/低; 高 / 中 / 低 / 關

感度提升

開 (x2, x4, x8, x16, x32) / 關

語言

英文 / 日文 / 繁體中文 / 簡體中文

電子變焦

1.0倍~8.0倍 (step 0.1)

影像設定

銳利度/飽和度/Gamma/Black Level/鏡像/翻轉

區域隱私遮罩

4 區可調

移動偵測; 暗角補償

開：靈敏度, 區域編程 / 關; 開 / 關

碼流模式

CBR、VBR、FIX QP

ROI感興趣區

4區可選

3D DNR; 隱私遮罩

有(可調); 有

資料儲存;儲存機制

手動、自動(循環、定時、報警開關、移動偵測)

報警資料傳輸

FTP、E-mail電子郵件、流覽器、管理軟體
TCP IP, UDP, HTTP, SMTP, FTP, NTP, DNS, DHCP, PPPoE, ARP,

網路
協定

UPnP, RTSP, RTP,SNMP, TRAP, Ethernet (RJ-45 Wired 10/100
Base-TX)

支援協議

標準ONVIF2.4 Profile S 協議

用戶端瀏覽

支援IE11.0及以上(設備內嵌Web Server瀏覽器瀏覽)

群播

支援群體廣播功能 (multicast)

對焦系統

電動變焦&自動對焦; 預設日/夜聚焦補償

連接器類型

一般

配件選購

音訊 , RJ45, DC直流電源, BNC, DI/DO/RS485, 重置鈕, Micro
SD槽(最大128G)

自動光圈模式

DC IRIS直流驅動

鏡頭

10倍光學變焦 f5.0mm(廣角)~50mm(望遠), F1.6

角度

H: 54°(Wide) ~ 5.0°(Tele), 最小工作距離 1公尺

防水等級

IP66

電源供應; 功率消耗

AC100-220V ; 最大60W

操作溫度 ; 儲存溫度

-10°C ~ 50°C; -20°C ~ 60°C

操作濕度 ; 儲存濕度

最大值：RH80% ; RH90%

外觀尺寸(含外罩)

450mm (L) x 140mm (W) x 135mm (H)
*規格更改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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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 ±0.5 Unit: mm

兩百萬畫素極黑光Darklight(H265) LPR攝影機
特色
• 最新的極黑光Darklight影像感測器：使用第2代Sony星光STARVIS影像感測器
（Back Illuminated + NIR） 比第一代星光STARVIS拍攝靈敏度增加超過20％以上
一般Exmos影像感測器

星光Starlight影像感測器

極黑光Darklight影像感測器

• 內建 f5-50mm/F1.6-F1.8 AF自動光學鏡頭對焦，可預設日/夜模式，自動切換重新對焦
• 可用程式自行編輯快門速度最小值＆大範圍
• 日/夜模式AGC，自動切換重新對焦，可調節LED燈亮度
• 進階3D強光抑制/3D降噪和消除橫波紋

功能：展現3D強光抑制/消除橫波紋
車頭燈不會眩光，無橫波紋

車頭燈會眩光，有橫波紋

SHANY 3D進階強光抑制

它牌攝影機

內建12個高功率矩陣LED燈,照射距離高達80公尺
& 經由攝影機OSD選單可調節LED燈亮度
雙風扇設計由溫度控制風扇的開啟或關閉
• True WDR達到120dB
• 3D/2D降噪&感度提升
• 自動/手動除霧功能

禾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一段92號
Tel: +886 2 2659-0071
FAX: +886 2 2658-4626

12個高功率
矩陣光LED燈

雙風扇設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