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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ux-based 的獨立式 NVR 可接收 H.264 影像串

流  支援 5 百萬像素網路攝影機，最多可管理 36 支 
 手動/排程/事件等錄影模式 
 多類型的事件警示

 支援區網內運作的"時間點備份功能" 
 eSATA 連接埠可以連接外部儲存裝置 
 支援網路遠端存取與管理操作

 免費 App (wecam_p2p)，透過 Android/iOS 智慧

型手機或平板電腦觀看

系統

CPU / OS Multimedia SoC / 崁入式 Linux 系統 
網路介面 Gigabit 乙太網路埠 x2 
影像輸出端子 VGA x 1, HDMI x 1, 最高 1920x1080 顯示 
USB 埠 USB 2.0 x 2 (滑鼠或 USB 碟) 
eSATA 埠 eSATA x 1 ( 外接 eSATA 儲存裝置) 
聲音輸入 3.5mm 接頭, 連接麥克風 
聲音輸出 3.5mm 接頭, 連接主動式喇叭 
Digital I/O Digital Input x 8, Relay Output x 1 
RS-485 2- pin 端子台 
錄影儲存容量 內接儲存裝置: 

 RAID 控制晶片 1: SATA HDD x 4 
 RAID 控制晶片 2: SATA HDD x 5 
 模式: None-RAID, 最高 54TB total 

 RAID-1, 最高 24TB total 
    RAID-5, 最高 42TB total 

外接儲存裝置: 
   eSATA 磁碟 x1, USB 磁碟 x1 

網路通訊協定 HTTP, TCP/IP, RTP/RTSP, 3GPP, SMTP, FTP, 
PPPoE, DHCP (Server & Client), DDNS, 
NTP, UPnP 

滑鼠控制 有

使用者權限管控 以登入帳號密碼分級管理

硬體狀態監視 看門狗程式

電源供應方式 DC 12V, 10A 
尺寸 W430 x H88 x D422 mm 
運作環境溫度 0~45oC / 32~113oF 
運作環境濕度 0~80% RH (non-condensing) 

  
Audio Input 3.5mm jack to connect microphone 
Audio Output 3.5mm jack to connect amplified speaker 

* Specif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 p e c i f i c a t i o n

36 路獨立式 Full-HD 網錄視訊錄影機

NV R60 36 LX- RA ID  

即時影像

分割視窗 1, 4, 9, 16,25, 36 , 全螢幕畫面 
事件通知 畫面小勾勾符號 / 蜂鳴警示聲 
PTZ 控制 Yes , (主要支援 CAM6 系列) 
數位縮放 有

隱私區域遮罩 有

頻道名稱文字 有, 最多 20 個字元 

 

事件觸發系統

事件觸發 移動偵測、警報輸入、影像遺失、關機記錄

觸發後動作 錄影、傳送至電子郵件、FTP、蜂鳴警示聲 

 遠端電腦需求

Client 端觀看程式 Windows PC: IE V7.0 (32-bit) 或更高版本 
Android / iOS smart phone: “IPmotion 
EasyLink”

最大連線數 最多 8 個客戶端同時連入 
遠端操作功能 即時監看/ 回放 / 設定 / 備份 
電腦規格建議 OS: Windows 7, Vista, XP 

Suggested Hardware: 
Intel Core 2 Duo 2.53GHz, RAM: 1GB 

回放及備份

搜尋方式 事件/日期時間,  
事件查閱 由事件列表選擇項目

日期查閱 由日曆上選擇項目

備份功能 備份到 USB 儲存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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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接架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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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訊 / 音訊  

頻道數 最大 16 路錄影及顯示 
支援 IPCam 最高至 5 百萬像素 2592x1944 解析度 

H.264 壓縮格式影像串流 
每秒張數 最高每路 30FPS 張數 
網路封包吞吐率 最高 100Mbps 
雙向語音 收聽 IP camera 上的音訊 

聲音傳送至 IP camera 上 
  
  
  
  

 
錄影 

錄影格式 H.264 視訊影像串流 
錄影解析度 取決於 IP camera 

最高至 5 百萬像素 2592x1944 解析度 
錄影張數 取決於 IP camera, 最高每路 30FPS 張數 
錄影模式 手動/排程/事件 
預錄時間長度 5~30 秒 
硬碟管理 當硬碟存滿時覆寫資料， 

所選天數之後內容自動刪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