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支援 Onvif Profile S 及 RTSP 通訊協定。

• 先進的 H.265 壓縮技術；可節省 60~80% 的儲存容量及傳輸頻寬。

•  內建多種智慧型偵測分析功能，讓監控人性化且更精確有效率。 

•  當網路斷訊、SD 卡損毀、IP 衝突、非法登錄時自動啟動報警通知。

•  內建聲音偵測報警，可針對周遭環境所發出的特定聲音 (如槍聲 )
進行偵測，觸發時可以自行發出報警訊號通知。

•  支援瀏覽器搜索及播放 SD 卡的錄影影片。

•  內建 TVS 避雷保護元件。

•  支援攝影機設定參數匯入 \匯出功能。

•  切換式IR-cut濾光片及可調式切換閥值，適用白天及晚上場景使用。

•  內建高效能的 VCSEL IR 紅外投射器 ,有效照射距離可達 35 公尺，
具有智能場景偵測功能，避免影像過曝及節能省電雙特點。.

•  外殼具有 IK10 防暴及 IP66 防水等級功能。

•   Quick Zoom® 支援直覺式遠端拖拉監看物件影像達到自動放大 /縮
小 ,自動聚焦 ;以及手動一鍵式自動聚焦功能。

•  低照度及寬動態增強在極其明亮和黑暗環境達到無與倫比的可見性。

•  全金屬外殼具有 3- 軸調整、線材直插防破壞，支援一體性的牆壁、
天花板安裝支架及防水收納盒配件設計，因應現場安裝需求。 

•  同時可傳輸H.265、H.264、MJPEG多壓縮碼流;應用於不同使用環境。

•  具有隱私遮蔽及智慧型偵測錄影,可設定偵測多區域及目標物尺寸。

•  可顯示資料流及傳輸張數於影像 ;讓使用者得到影像畫質與儲存容
量平衡選擇。

•  虛擬電子 ePTZ 可讓使用者可以更有效率的監看影像。

•  具有 ROI(Region of Interest) 編碼能力 ;在有限的頻寬下提高重
要區域的影像畫質。

•  工業等級超寬工作溫度設計;工作溫度範圍可達-40° C ~ 60° C度。

i-View IR-2MIPA08 智慧型紅外槍機攝影機系列具有 200 萬像素的解析度、內建多種智慧型偵測分析功能會自動彈跳預
防性告警，可降低人員失誤及減少人力配置，讓監控更人性化、更精確、更有效率；IR-2MIPA08 的高感光低照影像技
術，在弱光和不利條件下仍保持影像清晰度，同時支援真實寬動態影像補償技術，在光照強度變化劇烈的苛刻條件下
仍保有出色圖像品質。另外;走廊格式幫助獲取垂直向、縱長形狀的視頻流，可完美地適應於監控狹窄的走廊或過道。
H.265、H.264 和 Motion JPEG 高效影像壓縮方式，可個別配置參數的音視頻多碼流再搭配 ROI 功能，在消除頻寬和存
儲空間浪費的同時可最大限度地提高圖像品質及傳輸的流暢度。

IR-2MIPA08 採用了新型長壽命 LED 技術，具有極高效能及智慧場景偵測功能，避免影像因強光過曝及節能省電雙特
點，同時支援遠端變倍 /自動對焦功能，優化攝像機的監控視角，ePTZ 水平 |垂直 |變焦轉動符合使用者快速而簡易
的使用原則；標準乙太網供電（POE符合IEEE 802.3af標準）的低功耗有利於環境保護，具備IP66(NEMA-4X)防風雨、
IK10 防暴 ((Housing-related) 及線材防剪設計；此外，內建震動偵測功能 (選購 )，當外力試圖破壞時發送報警等
可靠且容易安裝的設計，是各種監控場景的理想之選，如城市監控場所、機場、火車站、零售店、辦公樓、博物館和
學校全天候設置視頻監控的理想設備。

IR-2MIPA08
IVA 智慧型 防暴、防水、紅外槍機網路攝影機

主要特性 配件

概述

安裝圖

          智慧分析、寬動態、智能 LED、電動鏡頭、2MP@30FPS、H.265、IP66、IK10

EPoC-131Kit
Eth/PoE Extender

IP-019IW
Inner Wall Bracket

IP-012JB
Waterproof Jun. Box

IP-010PH
Pole mount bracket

IP-091OW
Outer Wall Bracket

帶防水接線盒

壁裝 /天花板安裝支架



平台
高效能 DSP; 512MB Flash; 1024MB DDR II RAM, 崁入式
Linux 2.6 版本作業系統

影像感應器

1/2.8" 2 百萬 Sony CMOS progressive 感應器

聲音

G.711 Ulaw 聲音壓縮及解壓縮格式

支援雙向語音對講 

2Vp-p 聲音輸入 : 600Ω阻抗匹配聲音輸出

網路 

通訊協議
IP4,IP6,SSL,TCP,RTSP,UDP,SMTP,FTP,DHCP,NTP,DDNS,
DNS,HTTP,HTTPS,PPPoE,UPnP,Multicast,RTP,RTCP,SNTP 
,RTMP,ICMP,IGMP.

介面 RJ-45; 10BASE-T/100 BASE-TX, 自動切換 .

相容性 Onvif Profile S compliant

智慧型功能
物件計數、警戒線侵入偵測、警戒區逗留、物品滯留、
遺失物、智慧型偵測、失焦偵測、影像遮蔽偵測、影像
丟失、影像模糊偵測、影像過曝、影像色偏、聲音偵測。

安全性 

提供多重使用者帳號與密碼管理設定功能 ,允許最多 10
人同時連線。

管理

時間管理
手動時間、時間伺服器、標準時間、連線電腦時間校時；
支援日光節約時間設定。

事件管理 設定感應器、智慧型偵測及事件觸發時程

事件通知 Email, 彈跳影像 ,輸出 ,觸發 PTZ 攝影機

韌體升級 支援韌體遠端升級功能

瀏覽器

Internet Explorer 7.0 and above;Chrome,Safari, 
Firefox with Quick time Plug-In.

影像設定

影像壓縮
16K–32M bits/(CBR/VBR);H.265/MP、H.264 HP/MP/
BL,M-JPEG; 影像壓縮格式、碼流、品質、張數可調整 .

分辨率

主碼流 :1920x1080,1280x1024,1280x960,1280x720,
        D1,640x480,640x360,CIF.  
次碼流 :D1,640x480,640x360,CIF.
三碼流 :1920x1080,1280x1024,1280x960,1280x720,
        D1,640x480,640x360,CIF. 

張數 30fps@ 所有解析度及縮格式

寬動態 120dB; 支援關閉 \真實寬動態 \數位寬動態模式

備份 支援攝影機備份參數匯入 /匯出，並可還原預設值。

雜訊比 ≥ 50dB

控制

亮度、對比、飽和度、銳利度、色調、增益控制、曝
光、白平衡、快門、3D 降噪、寬動態、伽瑪校正、報
警輸出 /輸入、透霧、背光補償、強光抑制、寬動態、
ROI、ePTZ、防閃爍、隱私遮罩、聲音增益、FTP、畫面
翻轉、鏡射、長廊模式、位移偵測、DC/P-IRIS、影像
分析 (IVA)、參數匯入 /匯出 /預設、碼流及張數顯示、
網路斷訊 /IP 衝突 /非法登錄 /SD 卡損毀偵測報警。

最低照度
彩色 :0.01Lux/F1.2(AGC on); 黑白 :0.001Lux/F1.2; 0 
Lux ( 紅外燈啟動 )

影像增益 手動 (5 級可調 )/ 自動。

快門 慢速快門 /自動 /固定 (1/1s~1/100,000s)

背光設定 關閉 /強光抑制 /背光補強

白平衡   自動 /自定義 /白熾燈 /熒光燈 /暖色 /自然

畫面顯示
時間與文字；可顯示 80 中文字並自訂顯示位置及顏色；
支援 16:9\4:3\ 全螢幕 \原始畫面影像顯示模式。

I/O 埠

標準 聲音輸出 /輸入、DC 輸入、重置鍵、RJ-45、SD 卡

選購 報警輸出 x1, 報警輸入 x2, 出廠預置麥克風

鏡頭 &紅外燈

鏡頭

固焦鏡頭 :f=3.6 mm/F1.2;f=2.8mm,f=6mm,f=8mm.
變焦鏡頭 :f=2.8-12mm/F1.4~2.8;( 視角 32° ~109° )
         f=6-22mm/F1.4~2.8;( 視角 16° ~45° )
電動鏡頭 :f=2.8-12mm/F1.4~2.8;( 視角 32° ~108° )   
         f=7-22mm/F1.4~2.8;( 視角 16° ~43.5° )         

紅外濾光片 內建切換式 IR-cut 濾光片適合於白天及晚上場景使用

紅外投射器
內建高效能 VCSEL 紅外投射器 ,照射距離可達 35 米，
智慧場景自動偵測功能，避免影像過曝及節能省電雙特
點，支援自動、關閉、手動(0-100級可調)等控制模式。

儲存

內建 Micro SD 卡插槽，支援儲存照片與影片檔案功能 ;
路斷訊錄影時可自動將影像儲存於 SD卡，並可直接於瀏
覽器播放；支援 0〜 10 秒預錄及 5〜 600 加權錄影。

機殼

外殼
全金屬鋁殼 ;3 軸調整設計 180°（平移）/ 180°（傾斜）
/ 360°（旋轉）

尺寸 105 mm x 122 mm x 310 mm / 1.1Kg.

操作

功率消耗
最大 3W; 8W( 紅外燈啟動 ) 802.3af 相容乙太網路供電
(Class 3) ;DC 12V/AC24V 輸入 (選購 )

溫度 /濕度 工作溫度 :-40° C ~ 60° C; 濕度 : 0% ~ 90% RH

認證項目
CE FCC RoHS IP66 IK10

技術規格

結構圖 訂購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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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警輸出 /輸入

變焦鏡頭 : F0311: 3-10.5mm, F0312: 2.7-12mm, F0622: 6-22mm

電動鏡頭 : F0550: 5-50mm, M0312: 2.8-12mm, M0722: 7-22mm

固焦鏡頭 :  F03: 2.8mm,  F04: 3.6mm, F06: 6mm, F08: 8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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