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21-R2 300萬畫素PTZ網路快速球攝影機
 

支援遠端固件升級(含P/T/Z/IP)

支援回授校正

支授寬動態 (HDR)模式 

電子影像穩定(EIS)技術 

支援H.265／H.264／MJPEG編碼格式同步串流

該平台可搭載2M／3M／4M影像感測器 

可搭配30倍／33倍／40倍變焦鏡頭 

支援三種電源模式 (PoE+／DC12V／AC24V)*選配 

　支援遠端固件升級 (含P/T/Z/IP)
　821 PTZ 可遠端升級攝影機軟體系統

　（包含 Pan, Tile, Zoom, IP 等）。藉由遠端升級功能，

　攝影機可大幅節省維護費用，並即時增加產品新功能。

　定位校正技術
　821 PTZ 擁有特殊回授校正技術。

　可使攝影機在遭遇外力（如蓄意破壞或環境震動）時，

　仍能無延遲地回歸原位。

　特色
CMOS逐行掃描影像感測器，解析度支援至4M

光學變焦可達40x

HDR模式下多重曝光

支援電子影像穩定 (EIS)技術

支援多種影像編碼 (H.265／H.264／MJPEG)

低延遲串流傳輸 

支援四碼流

支援類比輸出：安裝用BNC接頭

支援RS485平台

3D動態補償雜訊抑制(MCTF)

文字及隱私遮蓋功能

支援Micro SD／SDHC／SDXC記憶卡 

智能低比特率控制 

定位校正功能-保障攝影鏡頭無偏移 

零停機電源切換

防水等級 (IP66)、防暴等級 (IK10)

支援ONVIF網絡視頻系統規範／網絡視頻存儲規範／開箱即用：互操作性規範  (S／G／Q Profile)

智能事件觸發功能 – 外部輸入／移動物體偵測／網路連線偵錯／遮蔽警報／週期性事件觸發通知／

手動事件觸發通知／聲音偵測

www.dongyu-cctv.com.tw

821-R Model

可遠端升級 System

-IP

-Pan

-Tilt

-Zoom

遇外力時 回授校正



規格

821-R2 3M PTZ IP Speed Dome

影像感測器 Sony 3M, 1/2.8" Progressive CMOS

有效畫素 HxV = 2065 x 1553 (3M)

像素大小 2.5 μm

幀率
(最大值) 

H.265     HDR 3M @30fps + 3M @30fps
H.264     HDR 3M @30fps + 3M @30fps
MJPEG   1080P     @30fps

鏡頭

最低照度
Color：0.04 lux
黑／白：0.002 lux

鏡頭 40x Zoom Lens, P-Iris, Auto-Iris, F1.6

焦距 4.3-170 mm

水平視角 63.7° (wide), 1.7° (tele)

垂直視角 49.2° (wide), 1.3° (tele)

通用規範
攝影機

日夜切換 自動紅外線濾光片切換器 (ICR)

快門速度 1~1/10K 秒

HDR 支援寬動態模式

EIS 支援電子影像穩定技術

變焦功能 光學變焦, 數位變焦 

影像設定
彩度, 亮度, 對比度, 白平衡, 銳利度 , 曝光控制, 
2D /3D /動態雜訊抑制, 隱私遮罩, 文字浮水印

長廊模式 可翻轉90°, 180°, 270° 

水平／垂直

範圍 水平：0~360° 無止盡 垂直：-10°~100°

手動速度 水平：0.1~90°／秒 垂直：0.1°~55°／秒

預設速度 水平：400°／秒 垂直：300°／秒

預設點 256 個

PTZ 控制 8序列, 8 巡航, 4自動平移

影像

壓縮格式 H.265／H.264／MJPEG

影像串流

Up to 4 individually configurable streams 
in H.265／H.264／MJPEG
Configurable resolution/ frame rate/ 
bandwidth LBR / VBR/CBR in H.265 / H.264

音訊

壓縮格式 G.711／G.726／AAC／LPCM

音訊串流 2 way

音訊輸入 Line in

音訊輸出 Line out

通用規範

網路

介面 10 / 100Mbps 乙太網路

安全性保護 使用者認證 / HTTPS / IP Filter / IEEE 802.1x

協定

ARP, PPPoE, IPv4/v6, ICMP, IGMP, QoS, TCP, 

UDP, DHCP, UPnP, SNMP, SMTP, RTP, RTSP, 

HTTP, HTTPS, FTP, NTP, DDNS

Onvif認證 符合Profile S／G／Q／T 配置標準

系統整合

影像分析 位移偵測／音訊偵測

事件偵測
External Input, Analytics, 斷線偵測, Periodical

Event, Manual Trigger

事件觸發動作

External output Activation 

Video and audio recording to edge storage 

上傳檔案：FTP, network share and email 

事件通知：HTTP, FTP, email 

一般

材質 金屬和塑膠

電源

PoE IEEE802.3af, class 4

DC12V, 2.12A, max 25.4 W 

AC24V, max 25.4 W

訊號連接口

RJ45

警報輸入 x2, 警報輸出 x1, 接線端子

DC12V 接線端子

AC 24V 接線端子

聲音輸出接線端子

聲音輸出接線端子

CVBS接頭

RS485接線端子

儲存
支援microSD／microSDHC／microSDXC 卡

支援錄影儲存至 NAS

工作溫度 -40℃ ~ 50℃ (不含加熱器)

儲存溫度 -20℃ ~ 70℃

濕度 10％~90％, 無凝結

認證
EMC / CE / FCC／Safety / LVD／

Environment／IP66／IK10

尺寸 Ø 210 x 279 mm 含防水遮罩

重量 2.9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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