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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网络机芯 一体化网络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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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12倍4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040DN-Z12

12倍5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050DN-Z12

 x 4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 2592*1520，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12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4.7-56.4mm，实现
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 ，对接方便。

 x 5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2560*1920，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12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4.7-56.4mm，实现
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结构散热设计先进，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对接方便。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尺寸 （单位：mm） 尺寸 （单位：mm）

参数规格 参数规格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

型号 SN-PMD1040DN-Z12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92×1520/1920×1080/1280×720/ 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7~56.4mm, 12倍光学

光圈 F1.6~F3.0

视场角 H: 60.9° ~36.43°

聚焦速度 2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H.264/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
徊，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
行，非法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
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3W，动态 4W

工作温度和
湿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66.7mm × 47 mm × 45 mm

重量 165g

型号 SN-PMD1050DN-Z12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 日模式 / 夜模式 /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60×1920/2048×1536/1280×960/ 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7~56.4mm, 12 倍光学

光圈 F1.6~F3.0

视场角 H: 60.9° ~36.43°

聚焦速度 2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
徊，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
行，非法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 钨丝灯 / 荧光灯 / 日光 / 阴影 / 手
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3W，动态 4W

工作温度和
湿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 无凝结 )

尺寸 66.7mm × 47 mm × 45 mm

重量 165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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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30倍2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020DN-Z30

30倍3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030DN-Z30

 x 2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 1920*108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3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 焦距为4.5-135mm，实现
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 ，对接方便。

 x 3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 2048*1536,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3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 焦距为4.5-135mm，实现
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 ，对接方便。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
市、金融、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尺寸 （单位：mm） 尺寸 （单位：mm）

参数规格 参数规格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

型号 SN-PMD1020DN-Z3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1920×1080/1280×720/D1/VGA/640×360/CIF/
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5~135mm, 30倍光学

光圈 F1.6~F4.4

视场角 H: 59.8° ~2.3°

聚焦速度 2.5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徊，
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行，非法
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4W，动态 5.3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98.6mm × 50 mm × 60 mm

重量 320g

型号 SN-PMD1030DN-Z3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048×1536/1920×1080/1280×720/D1/VGA/ 
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5~135mm, 30倍光学

光圈 F1.6~F4.4

视场角 H: 59.8° ~2.3°

聚焦速度 2.5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徊，
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行，非法
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4W，动态 5.3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98.6mm × 50 mm × 60 mm

重量 320g

一体化网络机芯 一体化网络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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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37倍200万星光级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21DN-Z37

40倍4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40DN-Z40

 x 2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 CMOS。
 x 最大分辨率 1920*108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37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6-222mm，实现实
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01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
晚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对接方便。

 x 4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 2592*152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4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 焦距为4.98-199.3mm，实
现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对接方便。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尺寸 （单位：mm） 尺寸 （单位：mm）

参数规格 参数规格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

型号 SN-PMD1121DN-Z37

摄像机

传感器 1/2"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1920×1080/1280×720 @50/60fps
D1/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6~222mm, 37倍光学

光圈 F1.5~F4.8

视场角 H: 58.4° ~2.1°

聚焦速度 2.8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徊，
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行，非法
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4W，动态 5.3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26mm × 56.8mm × 66.3 mm

重量 420g

型号 SN-PMD1140DN-Z4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92×1520/1920×1080/1280×720/ 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98~199.3mm, 40倍光学

光圈 F1.2~F3.5

视场角 H: 59.1° ~1.8°

聚焦速度 3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徊，
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行，非法
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4.4W，动态 6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31mm × 67.6 mm × 70.5 mm

重量 510g

一体化网络机芯 一体化网络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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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40倍500万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50DN-Z40

37倍200万星光级多目标
抓拍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21DN-J2-Z37

 x 5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2560*192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4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4.98-199.3mm，
实现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支持真实宽动态、电子防抖、透雾和3D降噪。
 x 最低照度：彩色 0.05Lux@F1.6，智能 3D 降噪技术，夜晚
画面干净清晰。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多种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对接方便，支持RS485、RS232通信。

 x 2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 CMOS。
 x 最大分辨率 1920*108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37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6-222mm，实现
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内嵌智能深度学习人、车算法，支持复杂环境下的人
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抓拍；

 x 对运动人、车进行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抓拍；
 x 去重择优算法，自动过滤、筛选，输出最优的人车图；
 x 宽动态范围达120dB，适合逆光环境下多种场景下高画质
人车抓拍；

 x 支持人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图片及原图上
传，人脸图片编码质量可调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的减少压缩损失，同
等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多种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对接方便，支持RS485、RS232通信。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
市、金融、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尺寸 （单位：mm）

尺寸 （单位：mm）

参数规格 参数规格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

型号 SN-PMD1150DN-Z4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60×1920 @20fps, 2048×1536/1280×960/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98~199.3mm, 40倍光学

光圈 F1.2~F3.5

视场角 H: 59.1° ~1.8°

聚焦速度 3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徘徊，多人徘徊，
物品遗留，物品移走，异常速度，逆行，非法
停产，视频信号异常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4.4W，动态 6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31mm × 67.6 mm × 70.5 mm

重量 510g

型号 SN-PMD1121DN-J2-Z37

摄像机

传感器 1/2"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1920×1080/1280×720 @50/60fps
D1/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6~222mm, 37倍光学

光圈 F1.5~F4.8

视场角 H: 58.4° ~2.1°

聚焦速度 2.8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检测 人脸，车辆，车牌，非机动车检测与抓拍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多人徘徊，逆行，
人数统计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7W，动态 10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26mm × 56.8mm × 66.3 mm

重量 430g

一体化网络机芯 一体化网络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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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性 产品特性

40倍400万多目标抓拍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40DN-J2-Z40

40倍500万多目标抓拍
一体化网络机芯
SN-PMD1150DN-J2-Z40

 x 4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2592*152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4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4.98-199.3mm，
实现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内嵌智能深度学习人、车算法，支持复杂环境下的人
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抓拍；

 x 对运动人、车进行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抓拍；
 x 去重择优算法，自动过滤、筛选，输出最优的人车图；
 x 宽动态范围达120dB，适合逆光环境下多种场景下高画
质人车抓拍；

 x 支持人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图片及原图上
传，人脸图片编码质量可调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压缩损失，同等
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对接方便。

 x 500 万高像素，逐行扫描 1/2.8" CMOS。
 x 最大分辨率 2560*1920, 色彩丰富，图像真实细腻清晰。
 x 40倍光学变倍，16倍数字变倍，焦距为4.98-199.3mm，实
现实时的大视野监控。

 x 内嵌智能深度学习人、车算法，支持复杂环境下的人
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抓拍；

 x 支持对运动人、车进行自动检测、自动跟踪、自动抓
拍；

 x 支持去重择优算法，自动过滤、筛选，输出最优的人车
图；

 x 宽动态范围达120dB，适合逆光环境下多种场景下高画质
人车抓拍；

 x 支持人脸、人形、车牌、车辆、非机动车图片及原图上
传，人脸图片编码质量可调

 x 网络高清输出，并支持三码流输出，可方便的接入球
机、云台。

 x 优异的编码和网传技术，最大限度减少压缩损失，同等
质量图像效果，所需码流更低。

 x 领先的自动聚焦和自动曝光技术，点光源聚焦稳定、准
确， 曝光平稳、速度快。

 x 先进的结构散热设计，整机体积小，功耗低，温升小。
 x 支持丰富的网络协议，可无缝对接业界主流平台。
 x 丰富的对外接口，支持RS485、RS232通信，对接方便。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x 配合各种球机，云台和护罩产品适用于平安城市、金融、
边海防、高速公路等项目的应用。

尺寸 （单位：mm） 尺寸 （单位：mm）

参数规格 参数规格

产品应用 产品应用

型号 SN-PMD1140DN-J2-Z4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92×1520/1920×1080/1280×720/ 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98~199.3mm, 40倍光学

光圈 F1.2~F3.5

视场角 H: 59.1° ~1.8°

聚焦速度 3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检测 人脸，车辆，车牌，非机动车检测与抓拍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多人徘徊，逆行，
人数统计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7W，动态 10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31mm × 67.6 mm × 70.5 mm

重量 520g

型号 SN-PMD1150DN-J2-Z40

摄像机

传感器 1/2.8"  Progressive Scan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信噪比 55dB

电子快门 自动 /手动 l, 1/5-1/20,000s

日夜模式 自动 /日模式 /夜模式 /定时

视频输出 网络编码输出

分辨率 2560×1920 @20fps, 2048×1536/1280×960/D1/
VGA/640×360/CIF/QVGA @25/30fps

镜头

焦距 4.98~199.3mm, 40倍光学

光圈 F1.2~F3.5

视场角 H: 59.1° ~1.8°

聚焦速度 3s

压缩标准

视频压缩 H.265, H.264, MJPEG

压缩码率 100kbps~12Mbps 

音频压缩 G711_ALAW/G711_ULAW/RAW_PCM

网络 协议
IPv4/IPv6, HTTP, HTTPS, TCP/UDP, DNS, DDNS, 
RTSP/RTP/RTCP, DHCP, NTP, PPPOE, SMTP, UPNP, 
FTP, 802.1x, SNMP 

功能

智能检测 人脸，车辆，车牌，非机动车检测与抓拍

智能分析 入侵，警戒线，双警戒线，多人徘徊，逆行，
人数统计

宽动态 真实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自动 /钨丝灯 /荧光灯 /日光 /阴影 /手动

一般

电源供应 DC12V

功耗 静态 7W，动态 10W

工作温度和湿
度

-20° C ~ 60° C (-4° F ~ 140 ° F) 
<90% (无凝结 )

尺寸 131mm × 67.6 mm × 70.5 mm

重量 520g

一体化网络机芯 一体化网络机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