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體溫偵測熱成像網路攝影機 

 400x300 VOx 非製冷熱圖像感應器技術

 Athermalized Lens（熱像儀），免調焦

 支援體溫測量及電子防震功能

 測量精度：最大值（±0.3℃，搭配黑體）

 具有白光和警報聲的主動威嚇力

 內建 2/2 警報輸入/輸出

 Micro SD 內存，IP67，ePoE

型 號 ： VK-TWIP7554T

技術規格 

熱成像攝影機 

探測器類型 非製冷 VOx 微量計 

熱成像解析度 400 × 300(含) 以上 

像素大小 17um 

熱 靈 敏 度

(NETD) 
<40mK 

光譜範圍 8〜14um 

焦距 7.5mm；13mm 

視角 
7.5mm：水平：53.7°，垂直：39.7° 

13mm：水平：30°，垂直：22.6° 

對焦模式 固定對焦 

光圈 F1.0 

數字細節增強 有 

熱像穩定 電子圖像穩定 

AGC 自動/手動 

降躁 2D NR; 3D NR 

圖像翻轉 90°/180°/鏡像 

調色板 
可選擇 18 種色彩模式，例如 Whitehot / Blackhot 

/ Ironrow / Icefire 

溫度測量範圍 30°C ~+45°C 

溫度精確率 
最高可達±0.5°C(無黑體) 

最高可達±0.3°C(搭配黑體) 

溫度偵測模式 
支援電子防震功能/支援溫度偵測，可支援 12 個測

溫點、12 條測溫線、12 個測溫區域 

可見光攝影機 

可見光解析度 1920x1080(含) 以上 

影像輸出 H.265 及 H.264 30(含)以上 FPS

聲音&影像 

影像壓縮 H.265; H.264; H.264H; H.264B; MJPEG

串流功能 支援兩組串流以上，具可變串流功能 

解析度 

主流: 

(1280 × 1024/1280 × 960/1280 × 720/400 × 300), 

1280 × 960(默認) 

子碼流: (640 × 512/640 × 480/400 × 300@), 

400 × 300 (默認) 

聲音壓縮 G.711a; G.711mu; AAC; PCM

圖像編 碼格

式 
JPEG 

一般功能 

雙向對講 支援語音對講功能 

影像鏡頭 
攝影機可支援雙鏡頭，可見光影像與熱成像影像可同

時顯示 

網路協議 

HTTP; TCP; ARP; RTSP; RTP; UDP; RTCP; SMTP; 

FTP; DHCP; DNS; DDNS; PPPOE; IPv4/v6; 

SNMP; QoS; UPnP; NTP 

重點區域 有 

邊緣儲存 FTP; Micro SD 卡（256G，熱插拔） 

通訊協定 ONVIF 網路攝影機之影像、音訊、警報協定 

瀏覽 

IE：IE8 及更高版本，以及具有 IE 核心的資源管理器 

Google：42 和更早的版本 

Firefox：42 及更早版本 

Safari：10 及更低版本 

使用者/主機 最多 20 路（總頻寬 64M） 

安全 
授權的用戶名和密碼； 附加的 MAC 地址; 加密的

HTTPS； IEEE 802.1x; 控製網路訪問 

使用者管理 
最多支援 20 個用戶，用戶分為兩個組：管理員組和

用戶組。 

故障檢測 
網路斷開； IP 地址衝突； SD 卡錯誤（狀態或存儲

空間） 

埠 

模擬影 像輸

出 
1 個帶有 BNC 接口的 CVBS 輸出通道 

網路 1 10M/100M Ethernet port (RJ-45) 

警報輸入 2 路 



警報輸出 2 路 

聲音輸入/輸出 1 路/1 路，支援語音對講功能 

警報連鎖 
SD 卡記錄/開關輸出/警報器和燈光/電子郵件/ 

PTZ /快照 

警報觸發 
運動檢測/隱私遮罩/聲音檢測/ SD 卡異常/網路異

常/防燒傷警告/支援外部警報功能 

RS-485 1 路 

電源 

電源供應 12V±20% DC, 1.2A, PoE (802.3af), ePoE 

電源功耗 
基本：5.0W 

最大：12W（不包括電源器） 

.  

環境 

操作溫度 10°C ~ +30°C 

操作濕度 ≤95% 

自動感應 自動加熱以保護寒冷環境下的芯片 

物理特性 

防護等級 
IP67，防電湧 6KV，防靜電 8KV（被物體觸摸），防

靜電 15KV（空氣） 

結構 

外型尺寸 365 mm × 175 mm × 176 mm 

重量 ≤1.4 kg (3.09 lb) 

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