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V�I�V�O�T�E�K� �V�S�8�1�0�2是�H�.�2�6�4的高效能單路影音伺服器，可大幅降低

頻寬與儲存空間需求。�V�S�8�1�0�2採用同時支援�H�.�2�6�4、�M�P�E�G�-�4與

�M�J�P�E�G的多模引擎壓縮技術，可針對不同應用場合與需求使用合

適的壓縮技術，讓頻寬獲得最佳化使用。此影音伺服器亦具備多

模影音串流功能，可同時傳送不同解析度、傳輸率或影像品質的

影音資料至數種平台以供多位使用者觀看，或同時傳送不同設定

值的影音資料以進行同步錄影與觀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S�8�1�0�2內建的�S�D�/�S�D�H�C記憶卡插槽可將影像直接儲存在移動式

記憶卡上，如此不僅能節省頻寬與後端儲存空間，更能避免因網

路斷線所導致的資料遺失。

� 

�V�S�8�1�0�2除了隨機附贈�3�2路�S�T�7�5�0�1影像管理軟體，提供高擴充性

與易操作性的集中化管理方案，更能迅速輕鬆地升級既有的類比

監控系統，在現有的基礎架構上，獲得功能強大的高效能數位監

控優勢。

功能特色

VS8102
單路影音伺服器

H.264 • SD/SDHC卡插槽

�>� � �D�1� 全幅解析度可達每秒�3�0幅影格� �(�7�2�0�X�4�8�0�)

�>� � �H�.�2�6�4、�M�P�E�G�-�4� 和� �M�J�P�E�G� 多模引擎壓縮技術

� � （三模壓縮格式）

�>� � 可同時傳送三模影音串流（�T�r�i�p�l�e� �S�t�r�e�a�m�s）

�>� � 動態調整頻寬的適應性影音串流功能

�>� � 偵測因閉塞、轉向或噴漆所致的破壞

�>� � 支援� �8�0�2�.�3�a�f� 乙太網路供電系統（�P�o�E）

�>� � 支援雙向語音功能

�>� � �H�T�T�P�S加密資料傳輸

�>� � �8�0�2�.�1�X� 網路驗證機制

�>� � 具數位訊號�I�/�O傳輸介面，可外接警報器與感應器

�>� � 具�R�S�-�4�8�5介面可連接雲台

�>� � 內建� �S�D�/�S�D�H�C� 記憶卡插槽，可使用記憶卡儲存檔案

�>� � 可輸出�1�2�V直流電供類比攝影機使用

�>� � 兼容�1�2�V直流電�/�2�4�V交流電的電源輸入



外觀

產品規格

．�C�E、�L�V�D、�F�C�C、�V�C�C�I、�C�-�T�i�c�k通過認證

．�C�P�U：�T�I� �D�M�3�6�5� �S�o�C
．�F�l�a�s�h：�1�2�8�M�B
．�R�A�M：�1�2�8�M�B
．內嵌作業系統：�L�i�n�u�x� �2�.�6

系統

．透過�R�S�-�4�8�5介面可遠端操控網路攝影機
．支援的裝置與通訊協定：

�D�y�n�a�D�o�m�e�/�S�m�a�r�t�D�o�m�e
�P�e�l�c�o� �D
�L�i�l�i�n� �P�I�H�-�7�x�0�0
�P�e�l�c�o� �P
�S�a�m�s�u�n�g� �s�c�c�6�4�3� 與使用者自訂格式

．支援�C�G�I指令序列埠驅動程式

攝影機操控

．壓縮格式：�H�.�2�6�4、�M�P�E�G�-�4與�M�J�P�E�G
．影像串流：

可同時傳送多模影音串流（�M�u�l�t�i�p�l�e� �S�t�r�e�a�m�s）
�H�.�2�6�4影像串流透過�U�D�P、�T�C�P、�H�T�T�P或�H�T�T�P�S通訊協定層
�M�J�P�E�G影像串流透過�H�T�T�P或�H�T�T�P�S通訊協定層

．最佳化頻寬使用的適應性影音串流功能
（�A�c�t�i�v�i�t�y� �A�d�a�p�t�i�v�e� �S�t�r�e�a�m�i�n�g）

．影像傳送率：
�M�P�E�G�-�4�:
�7�2�0� �x� �4�8�0� �(�N�T�S�C�)� �/�7�2�0� �x� �5�7�6� �(�P�A�L�)可達� �3�0�/�2�5� �f�p�s� 
�H�.�2�6�4�:
�7�2�0� �x� �4�8�0� �(�N�T�S�C�)� �/�7�2�0� �x� �5�7�6� �(�P�A�L�)可達� �3�0�/�2�5� �f�p�s� 
�M�J�P�E�G�:
�7�2�0� �x� �4�8�0� �(�N�T�S�C�)� �/�7�2�0� �x� �5�7�6� �(�P�A�L�)可達� �3�0�/�2�5� �f�p�s� 

影像格式

音效 ．壓縮格式：
�G�S�M�-�A�M�R� 語音壓縮格式，支援�b�i�t� �r�a�t�e�:� �4�.�7�5� �k�b�p�s� �t�o� 
�1�2�.�2� �k�b�p�s
�M�P�E�G�-�4� �A�A�C� 聲音壓縮格式，支援�b�i�t� �r�a�t�e�:� �1�6� �k�b�p�s� �t�o� 
�1�2�8� �k�b�p�s
�G�.�7�1�1� 聲音壓縮格式，支援�b�i�t� �r�a�t�e�:� �6�4� �k�b�p�s�,� 及μ�-�L�a�w� 或
�A�-�L�a�w� 格式選單

．音效介面：
線性輸入：最大�1� �V�r�m�s
音效輸出

．支援雙向語音功能
．靜音功能

影像校正 ．可調整影像尺寸、品質與傳輸速率
．可於畫面窗格上顯示時間與文字標題
．影像上下左右自動校正
．可校正影像亮度、對比、飽和度、銳利度、白平衡與曝光度
．支援畫面隱私遮罩

警報與事件管理 ．可設三個視窗，進行智慧型動態影像移動偵測
．防破壞偵測
．一個數位訊號輸入與一個數位訊號輸出介面，可外接感應器

與警報器
．透過�H�T�T�P、�S�M�T�P或�F�T�P的事件通知
．可本機錄製�M�P�4檔案

網路環境 ．�1�0�/�1�0�0� �B�a�s�e�-�T乙太網路，�R�J�-�4�5
．網路通訊協定：�I�P�v�4�,� �I�P�v�6�,� �T�C�P�/�I�P�,� �H�T�T�P�,� �H�T�T�P�S�,� �U�P�n�P�,
� � � � �R�T�S�P�/�R�T�P�/�R�T�C�P�,� �I�G�M�P�,� �S�M�T�P�,� �F�T�P�,� �D�H�C�P�,� �N�T�P�,� �D�N�S�,� �D�D�N�S�,� 
� � � � �P�P�P�o�E�,� �C�o�S�,� �Q�o�S�,� �S�N�M�P� �a�n�d� �8�0�2�.�1�X

本機儲存 ．內建�S�D�/�S�D�H�C卡插槽
．可儲存影像快照或短片

安全性設定 ．多重使用者權限設定（密碼保護）
．�I�P位址過濾
．支援�H�T�T�P�S� 資料加密傳輸協定� � 
．支援�8�0�2�.�1�X� 網路安全認證機制� 

使用人數上限 ．可同時�1�0個使用者上線監看

尺寸 ．�1�3�0� �m�m（�D）�x� �7�8�.�3�5� �m�m（�W）�x� �3�3�.�8�5� �m�m（�H）

�L�E�D指示燈 ．系統電源與狀態指示燈
．系統狀態與網路連線狀態指示燈

重量 ．�2�4�2� �g

電源 ．輸入電源：�1�2�V� �D�C� �/� �2�4�V� �A�C
．耗電率：最大�5� �W
．功率輸出：�1�2�V� �D�C（最大�3�5�0�m�A）
．提供符合�I�E�E�E� �8�0�2�.�3�a�f標準的�P�o�E乙太網路供電功能�(�C�l�a�s�s� �1�)

操作環境 ．溫度：�0� �~� �5�5� °�C（�3�2� �~� �1�3�1� °�F）
．濕度：�2�0�%� �~� �8�0�%� �R�H� 

播放設備規格需求 ．作業系統：�M�i�c�r�o�s�o�f�t� �W�i�n�d�o�w�s� �7� �/� �V�i�s�t�a� �/� �X�P� �/� �2�0�0�0
．瀏覽器：�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 �7�.�x以上
．手機：�3�G�P�P� �p�l�a�y�e�r
．�R�e�a�l� �P�l�a�y�e�r：�1�0�.�5以上
．�Q�u�i�c�k� �T�i�m�e：�6�.�5以上

安裝、管理與維護 ．快速安裝精靈（�I�n�s�t�a�l�l�a�t�i�o�n� �W�i�z�a�r�d� �2）
．�3�2路�S�T�7�5�0�1影像管理軟體
．支援韌體升級

應用 ．軟體開發套件（�S�D�K）可供多元應用發展與系
統整合

保固期限 ．�2�4個月

系統連線圖� 

All speci�cations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Copyright © 2013 VIVOTEK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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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影軟體

類比攝影機

路由器

瀏覽器

3G手機

3GPP
網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