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OFILE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大图像尺寸 1280×960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宽动态范围 数字宽动态

图像 走廊模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等通过客户端或者浏览器可调、支持背光补
偿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帧率 50Hz: 25fps (1280×960), 25fps (1280×720)
60Hz: 30fps (1280×960), 30fps (1280×720)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供电 DC12V±10% / PoE (DS-2CD3212D-I3不支持PoE)



XL-IPC-W2300i(2)-M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大图像尺寸 2048×1536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照度 0.07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宽动态范围 数字宽动态

图像 走廊模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锐度等通过客户端或者浏览器可调、支持背光补
偿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帧率  50Hz：12.5fps (2048×1536)，25fps (1920×1080)， 25fps (1280×720)
60Hz：15fps (2048×1536)，30fps (1920×1080)， 30fps (1280×720)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供电 DC12V±10% / PoE(DS-2CD3232D-I5不支持PoE)



XL-IPC-W2300i(2)-M 

图像传感器 1/3英寸CMOS

有效像素 1280（H）*960（V）

日夜功能 支持IR-CUT电磁彩转黑

照度 0.01LUX@F1.2(彩色模式)，0LUX(红外灯开启)

图像控制 增益控制、白平衡、电子快门：手动/自动

视频压缩标准 H264/H264H/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1280×960@25fps)，辅码流(704×576@25fps)
主码流(1280×720@25fps)，辅码流(704×576@25fps)

视频码率 16Kbps～8Mbps

供电 DC12V



XL-IPC-W2300i(2)-M 

主处理器 高性能DSP

图像传感器 11/3英寸CMOS

有效分辨率 主码流1920*1080，辅码流704*576

日夜功能 支持IR-CUT电磁切换

照度 0.01Lux/F1.2（彩色模式）,0Lux(红外灯开启)

信噪比 50dB以上

图像控制 增益控制、白平衡、电子快门：手动/自动

视频压缩标准 H264/H264H/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1280×960@25fps);辅码流(704×576@25fps)

供电 支持AC24V/PoE或者DC12V/PoE供电



XL-IPC-W2300i(2)-M 

主处理器 高性能DSP

图像传感器 1/3英寸CMOS

有效分辨率 1280*960

日夜功能 支持IR-CUT电磁切换

照度 0.01Lux/F1.4（彩色模式）,0Lux(红外灯开启)

信噪比 50dB以上

图像控制 增益控制、白平衡、电子快门：手动/自动

视频压缩标准 H264/H264H/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1280×960@25fps);辅码流(704×576@25fps)

供电 支持DC12V/PoE供电





XL-IPC-W2300i(2)-M 

主处理器 高性能DSP

图像传感器 1/2.8英寸CMOS

有效分辨率 主码流1920*1080，辅码流704*576

日夜功能 支持IR-CUT电磁切换

照度 0.05Lux/F1.2（彩色模式）,0Lux(红外灯开启)

信噪比 50dB以上

图像控制 增益控制、白平衡、电子快门：手动/自动

视频压缩标准 H264/H264H/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1920*1080@25fps)、辅码流(704*576@25fps)

供电 支持AC24V/PoE或者DC12V/PoE供电



XL-IPC-W2300i(2)-M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最大图像尺寸 1280×960

日夜转换模式 ICR红外滤片式

照度 0.01Lux @(F1.2,AGC ON) ,0 Lux with IR

宽动态范围 数字宽动态

图像 走廊模式,亮度,对比度,饱和度,等通过客户端或者浏览器可调、支持背光补偿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帧率 50Hz: 25fps (1280 × 960)，25fps (1280 × 720)
60Hz: 30fps (1280 × 960)，30fps (1280 × 720)

智能报警 移动侦测,动态分析,遮挡报警

供电 DC12V±10% / PoE (DS-2CD3312D-I 不支持PoE)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132 万像素，最大分辨率可达1280×960

水平解析度 ≥720TVL

最低照度 彩色：0.05Lux @ (F1.4，AGC ON)；黑白：0.01Lux @(F1.4，AGC ON)
0 Lux with IR

变焦 30倍光学变倍（4.7mm - 94mm），16倍数字变倍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50Hz：25fps(1280×960)、25fps(1280×720)
              60Hz：30fps(1280×960)、30fps(1280×720)
      子码流：50Hz：25fps(704×576)、25fps(352×288)、25fps(320×240)
              60Hz：30fps(704×480)、30fps(352×240)、30fps(320×240)

供电 AC24V；
22W max(其中加热8W max)



图像传感器 1/3" Progressive Scan CMOS

有效像素 132 万像素，最大分辨率可达1280×960

水平解析度 ≥720TVL

最低照度 彩色：0.05Lux @ (F1.4，AGC ON)；黑白：0.01Lux @(F1.4，AGC ON)
0 Lux with IR

变焦 20倍光学变倍（4.7mm - 94mm），16倍数字变倍

视频压缩标准 H.264/MJPEG

视频帧率

      主码流：50Hz：25fps(1280×960)、25fps(1280×720)
              60Hz：30fps(1280×960)、30fps(1280×720)
      子码流：50Hz：25fps(704×576)、25fps(352×288)、25fps(320×240)
              60Hz：30fps(704×480)、30fps(352×240)、30fps(320×240)

供电 AC24V
30W max(其中加热6W max，红外9W max)





网络视频输入 16路

网络视频接入带宽 100Mbps

HDMI输出/VGA输
出

1路，分辨率：1024x768/60Hz，1280x720/60Hz，1280x1024/60Hz，1600×
1200/60Hz，1920x1080p/60Hz

音频输出 1个，RCA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

录像分辨率 6MP/5MP/3MP/1080p/UXGA/720p/VGA/
4CIF/DCIF/2CIF/CIF/QCIF

同步回放 16路

录像/抓图模式 手动录像、定时录像、移动侦测录像、报警录像、动测或报警录像、动测和报警
录像

回放模式 即时回放、常规回放、事件回放、标签回放、日志回放

硬盘驱动器类型 2个SATA接口，每个接口支持容量最大4TB的硬盘

功耗（不含硬盘） ≤10W



主处理器 工业级嵌入式微控制器

操作系统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图像回放 D1、720P、1080P

编码标准 G.711A

录像速度 25 fps

录像方式 手动录像、动态检测录像、定时录像、报警录像

备份方式 支持硬盘、刻录机、U盘、eSATA存储和备份

接入码流 160Mbps码流

视频输出 1路VGA输出、1路HDMI输出、1路BNC

eSATA 支持独立的eSATA接口










	封面
	页 1

	目录1
	页 1

	目录2
	页 1

	01
	页 1

	02
	页 1

	03
	页 1

	04
	页 1

	05
	页 1

	06
	页 1

	07
	页 1

	08
	页 1

	09
	页 1

	10
	页 1

	11
	页 1

	12
	页 1

	13
	页 1

	14
	页 1

	15
	页 1

	16
	页 1

	17
	页 1

	18
	页 1

	19
	页 1

	20
	页 1

	21
	页 1

	22
	页 1

	封底
	页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