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FH-6004W
�9�6�0�H� �4�C�H� �D�V�R� 專用錄影主機

支援�W�D�1� �(�9�6�0�H�)� 解析度，支援�7�5�0線的攝影機

支援智慧搜尋功能，快速搜尋與回放重要影像

解析度與錄影張數可以依頻道獨立設定

每頻道支援�4個獨立遮罩區域，維護個人隱私

使用者權限分級設定，方便管理與維護

免費�C�M�S軟體，可同時監看�6�4個頻道

位移觸發警報，�P�T�Z可以即時移動監控錄影

�H�D�M�I輸出�(�1�9�2�0� �x� �1�0�8�0�)

支援� �I�E� �/� �G�o�o�g�l�e� �C�h�r�o�m�e� �/� �S�a�f�a�r�i� �/� �F�i�r�e�f�o�x網路瀏覽器

雙向語音對講

�3�G手機遠端監控�(�i�P�h�o�n�e�/�W�i�n�d�o�w�s�/�S�y�m�b�i�a�n�/�A�n�d�r�o�i�d�/�G�o�o�g�l�e� �P�h�o�n�e�)

硬碟管理，可以群組也可配額錄影

產品規格

支援聲音備份

作業系統

多功模式

錄影壓縮格式

視訊系統

影像輸入

影像輸出

聲音輸入

聲音輸出

聲音備份

網路聲音傳送

�L�i�n�u�x作業系統

即時監看� �/� 錄影� �/� 回放� �/� 網路� �/� 手機� �/� 備份

�H�.�2�6�4

�N�T�S�C� �/ � �P�A�L

�4組�B�N�C影像訊號輸入

類比�B�N�C主螢幕� �x� �1� �/� �V�G�A� �x� �1� �(�1�9�2�0� �x� �1�0�8�0�)� �/� �H�D�M�I� �x� �1�(�1�9�2�0� �x� �1�0�8�0�)

�4組音源輸入

�1組音源輸出

網路即時監看與網路回放都可支援聲音輸出

聲音壓縮格式

�L�i�v�e畫面解析度

�L�i�v�e畫面張數

�L�i�v�e畫面顯示

�G�.�7�1�1

�W�D�1� �(�9�6�0� �x� �4�8�0�)

�N�T�S�C�:� �1�2�0�f�p�s

數位放大� �/� 自動跳台� �/� 事件全螢幕� 



錄影畫質

錄影模式

錄影設定

回放模式

最高� �/� 較高� �/� 高� �/ � 普通� �/� 低� �/ � 最低

自動錄影� �/� 手動錄影� �/� 位移錄影� �/� 警報錄影� �/� 排程錄影

每一頻道可單獨設定錄影解析度與錄影張數

�1� �/� �4分割

�-�1�0°�C� �~� �5�5°�C� �(�1�4°�F� �~� �1�3�1°�F�)

手機監控功能

網路監控模式

位移偵測

警報輸入�/輸出

事件觸發前錄影時間

事件觸發後錄影時間

電源

工作溫度

支援�(�3�G�/�G�P�R�S�)� �-� �S�y�m�b�i�a�n�,� �W�i�n�d�o�w�s� �M�o�b�i�l�e�,� �J�a�v�a�,� �i�P�h�o�n�e�,� �A�n�d�r�o�i�d

�I�E� �/ � 免費遠端監控軟體�(�C�M�S�)

支援� �(位移設定區域分成�2�2� �x� �1�5格�)

輸入� �x� �4� �/ � 輸出� �x� �1

�5� 秒� �~� �6�0� 秒

�5� 秒� �~� �1�0� 分鐘

�D�C� �1�2�V� �/ � �2�A

工作濕度

機身尺寸

重量

�1�0�%� �~� �9�0�%

�3�1�5� �x� �2�3�0� �x� �4�5� �(�m�m�)

�1�.�9� 公斤� �(淨重�)

�C�E� �/ � �F�C�C� �/ � �R�o�H�S� �/ � �W�E�E�E安規認證

�P�E�L�C�O�-�P� �/ � �P�E�L�C�O�-�D� �/ � �L �i �l �i�n � �/ � �S�A�M�S�U�N�G� �/ � �S�O�N�Y� �/ � �H�o�n�e�y�w�e�l �l

回放速度

影像搜尋模式

儲存硬碟格式

備份模式

操作介面

多語介面

滑鼠控制

遙控器控制

�P�T�Z控制

網路功能

正常回放� �/� 倒轉� �(�1�/�8� �~� �3�2�X�)� �/ � 快轉� �(�1�/�8� �~� �3�2�X�)� �/ � 暫停�/� 單張回放

日期� �/� 時間� �/� 位移� �/� 警報� �/� 攝影機頻道� �/� 智慧搜尋

回放解析度

回放張數

�W�D�1� �(�9�6�0� �x� �4�8�0�)� �/�D�1� �(�7�2�0� �x� �4�8�0�)� �/�2�C�I�F� �(�7�2�0� �x� �2�4�0�)� �/�C�I�F� �(�3�6�0� �x� �2�4�0�)

�1�2�0�f�p�s：�W�D�1　�1�2�0�f�p�s：�D�1　�1�2�0�f�p�s：�2�C�I�F　�1�2�0�f�p�s：�C�I�F

錄影解析度

錄影張數

�W�D�1� �(�9�6�0� �x� �4�8�0�)� �/�D�1� �(�7�2�0� �x� �4�8�0�)� �/�2�C�I�F� �(�7�2�0� �x� �2�4�0�)� �/�C�I�F� �(�3�6�0� �x� �2�4�0�)

�1�2�0�f�p�s：�W�D�1　�1�2�0�f�p�s：�D�1　�1�2�0�f�p�s：�2�C�I�F　�1�2�0�f�p�s：�C�I�F

�S�A�T�A� �/ � �S�A�T�A�I�I � �H�D�D� �x� �1� �(最大硬碟容量可支援�4�T�B�)

浮水印檢測 支援浮水印檢測功能

�U�S�B� �/ � 網路� �/� 外接式�D�V�D燒錄器

全彩操作畫面

繁體中文� �/� 英文

支援� �(滑鼠為標配�)

支援

�R�J�4�5�,� �1�0�/�1�0�0�/�1�0�0�0� �B�a�s�e�-�T

�D�F�H�-�6�0�0�4�W

產品規格

RFID solutions. Proximity & Smart cards .Hardware &Software OEM/ODM Serv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