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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CMOS传感器 
 内置点阵式LED红外灯，波长850nm，夜视距离最大为30m 
 可根据场景的亮度自动调节红外灯输出功率 
 ICR红外滤片式自动切换，实现真正的日夜监控 
 H.264 (High Profile/Maine Profile/ Baseline可选)/M-JPEG双编码，三
码流 

 最大分辨率支持1080P 
 视频流畅，最大帧率为30fps 
 支持一路音频输入，G.711-U/G.711-A 

 支持水平/垂直镜像 
 支持走廊模式 
 支持Digital-WDR 
 背光补偿 
 本地PC录像 
 支持感兴趣区域编码(ROI)，可设置4个区域 
 支持移动侦测，可设置4个移动侦测区域 
 支持隐私遮挡，可设置4个隐私区域 
 支持视频遮挡报警 
 支持报警联动邮件、FTP图片上传 
 支持多用户通过Web Server进行实时访问和参数配置 
 兼容Infinova V2216等数字视频监控软件 
 提供标准SDK，可方便地与其它视频监控软件进行集成 
 支持Onvif Profile S标准 
 支持GB/T28181国家标准 
 全新小体积结构设计，安装方便  
 支持模拟视频输出 
 支持12VDC或PoE/12VDC自适应供电 
 IP66防护等级 

 

 

VH111-B202-A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
日夜型，H.264/M-JPEG，2.8mm镜头，12VDC 

VH111-B204-A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
日夜型，H.264/M-JPEG，4mm镜头，12VDC 

VH111-B206-A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
日夜型，H.264/M-JPEG，6mm镜头，12VDC 

VH111-B208-A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
日夜型，H.264/M-JPEG，8mm镜头，12VDC  

VH111-B212-A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
日夜型，H.264/M-JPEG，12mm镜头，12VDC 

 

注意：以上型号不带加热器。 

1.若需带加热器的产品，请将字母A改为B，如： 

VH111-B204-B4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日夜型，H.264/M-JPEG，4mm镜头，带加
热器，12VDC 

2.不带加热器产品，可选POE功能，请将A4改为A0，如： 

VH111-B204-A0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2.0M，1/2.8" 

CMOS，日夜型，H.264/M-JPEG，4mm镜头，
12VDC/POE 

可选附件型号 

V1554-6 摄像机支架，高6英寸 

 

 

 

 

 

 

 

 

 

 

 

 

 

VH111-B2系列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是Infinova在高清网络监控领域
推出的一款高性价比产品。该产品采用1/2.8"逐行扫描CMOS传感器，内
置300万像素高清定焦镜头（2.8mm/4mm/6mm/8mm/12mm可选），采用
H.264/ M-JPEG双编码方式，输出1080P满帧高清视频；该摄像机内置点
阵式LED红外灯，夜视距离最大为30m（根据镜头不同而不同），可根据
场景的亮度自动调节红外灯输出功率，避免红外灯满负荷工作，大大降低
整机功耗，延长使用寿命。 

支持感兴趣区域编码增强（ROI），提高低带宽网络环境下重点区域
图像质量。 

该系列产品支持三码流；具有移动侦测、隐私遮挡、视频遮挡报警功
能，支持报警联动邮件、FTP图片上传；支持图片抓拍，本地PC录像；
支持降噪、背光补偿、数字宽动态功能。 

VH111-B2系列外形小巧大方，易于安装。 

该产品可广泛应用于普通楼宇、超市、酒店、店铺、园区、学校、工
厂、仓库、地下停车场等要求高清画质且无光线，同时要求性价比较高的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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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H111-B2 系列 百万像素红外网络枪型摄像机 
 

       

产品特点 

产品描述

尺寸图 (单位：mm)

订购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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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号 VH111-B2 系列 

图像传感器 1/2.8"逐行扫描 CMOS 

信噪比 50dB 

动态范围 72dB 

镜头配置 

定焦镜头 

F1.6，f=4mm，6mm，8mm，12mm 

F1.8，f=2.8mm 

夜视距离 30m（最大） 

日夜转换 ICR 

最低照度 0 Lux（红外灯开启） 

曝光 场景模式、手动模式、快门模式 

快门 自动/手动（调节范围 1/1s~1/13000s） 

慢快门 支持 

白平衡 自动/手动/荧光灯/白炽灯/晴天/阴天/钠光灯 

数字宽动态 支持 

AGC 增益 自动/手动可调，最大 64X 

降噪 3D 

镜像 水平/垂直 

走廊模式 支持 

视频效果 支持亮度、锐度、色度、对比度、饱和度调节 

视频压缩标准 H.264 (High Profile/Maine Profile/ Baseline 可选)/M-JPEG 

最大分辨率 19201080@H.264/M-JPEG 

可选分辨率 
主码流：19201080，1280960，1280720，720576； 

副码流：720576，640480，352288，320240 

图像最大帧率 30fps@19201080 

输出码率 
可变码率； 

固定码率：主码流：32Kbps~10000Kbps，副码流：32Kbps~2000Kbps 

音频 

压缩标准：G.711-U/G.711-A 

音频采样率：8K、16K 

音频接口：1 路输入 

网络延时 ≤180ms 

移动侦测 最多支持 4 个移动侦测区域 

隐私遮挡 最多支持 4 个隐私区域 

感兴趣区域 支持 4 个 ROI 区域 

本地 PC 录像 支持 

网络远程升级 支持 

密码保护 支持 

网络接口 1 个 RJ45 10/100M 自适应以太网口 

模拟视频输出 支持，BNC 接口 

网络协议 
IPv4, IPv6, TCP, UDP, IGMP, DHCP, FTP, SNMP (V3), SMTP, NTP, RTP, RTSP,RTCP, HTTP, HTTPS, TSL, SSL,

802.1X, Qos, PPPoE, DNS, DDNS, ARP, ICMP, UPnP 

电源 12VDC 或 PoE（IEEE 802.3af Class 0）/12VDC 

功率 ＜7W；＜10W（带加热器） 

工作温度 
-20°C~+60°C 

-40°C~+60°C（带加热器） 

存储温度 -20°C~+60°C 

工作湿度 0%-90% RH（无冷凝） 

产品尺寸 高 81.3mm×宽 95.2mm×深 205.2mm 

包装尺寸 长 306mm×宽 175mm×高 146mm 

净重 0.62kg 

运输重量 0.85kg 
 

技术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