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型号
DH-HAC-
HFW2208M-I1

DH-HAC-
HFW2208M-I2

DH-HAC-
HFW2208M-I4

传感器类型 1/2.8 英寸 2.1 Mega Pixels CMOS

信号系统 PAL/NTSC

传感器有效像素 1945(H)×1097(V)

最低照度 彩色 0.001Lux @ (F1.2,AGC ON),0 Lux with IR

电子快门
PAL：1.3s~1/30,000s    
NTSC：1s~1/30,000s

传输距离 75-3 类同轴线传输长达 300m 以上

最大红外距离 50m 80m 100m

日夜转换 ICR 红外滤片自动切换

宽动态 120dB

白平衡 支持

背光补偿 支持

强光抑制 支持

OSD 菜单 支持

降噪 支持 2D 和 3D 数字降噪

信噪比 ＞ 65dB

动态检测 支持 , 最多支持 4 块区域设置

隐私屏蔽 支持 , 最多支持 8 块区域设置

高标清切换 双输出

镜头接口 M12

镜头焦距
3.6mm/6mm
/8mm 可选

3.6mm/6mm
/8mm/12mm
/16mm 可选

3.6mm/6mm
/8mm/12mm
/16mm /25mm
可选

视频输出 2 路

视频标准 遵循 HDCVI 和 CVBS 标准

视频帧率

50Hz:1920×1080@25fps,1280×720@25fps,1280×720@5
0fps; 
60Hz:1920×1080@30fps,1280×720@30fps,1280×720@6
0fps;

红外灯控制方案 光敏控制方案

OSD 菜单 支持同轴控制

制式 PAL/NTSC

视频模式
1080p@25;1080p@30;720p@25;720p@30;720p@50;72
0p@60;

场景模式 标准场景 1/ 标准场景 2/ 宽动态场景 / 低照度场景

背光模式 背光补偿 / 宽动态 / 强光抑制 / 关

影像调节 锐度 / 对比度 / 饱和度 / 色度 / 伽马 /2DNR/3DNR/ 返回

白平衡 自动 / 手动 / 自动跟踪 / 区域白平衡 / 钠灯

日夜切换 自动 / 黑白 / 彩色

语言 中文 / 英文

高级功能
摄像机名称 / 镜像 / 数字放大 / 智能红外 / 电子透雾 / 动态检测
/ 隐私屏蔽 /485 设置 / 报警设置 / 视频输出 / 系统信息 / 返回

供电 DC 12V±25%

功耗 4.8W Max 5.8W Max 8.4W Max

工作温度 ﹣ 30℃～﹢ 60℃

工作湿度 ＜ 95%( 无凝结 )

尺寸 (mm) 194×96×89

重量 610g

安装方式 支持壁装、吊装安装方式（护罩、支架选配）

 

HDCVI 同轴高清 200W 像素 M 型星光级低照度 50 米 /50 米 /100 米红外摄像机
DH-HAC-HFW2208M

  产品特点

  应用场景

  外型尺寸

  技术参数

订货信息       

• 采用高性能百万像素 CMOS 图像传感器，支持 1080P/720P
高清输出

• 采用自主知识产权的传输技术，支持 75-3 类同轴线实时无损
传输距离长达 300 米

• 支持宽动态范围达 120dB，适合逆光环境监控
• 支持高清标清两路视频同时输出，用户可自由选择视频源
• 采用高性能 3D 降噪算法，图像效果优越
• 最低照度达 0.001Lux，低照下画面明亮，图像细节丰富，无

拖影
• 支持 ICR 红外滤光片自动切换，自动彩转黑功能，实现昼夜

监控
• 支持智能红外功能，有效防止近距离红外过曝
• 支持最大红外照射距离 50/80/100 米
• 支持自动曝光、自动白平衡功能，适合各种场景监控
• 支持 OSD 菜单控制，提供多种样式的自定义效果
• 支持动域检测功能，可实现报警联动
• 支持模拟 UTC 同轴视控，用户可远程操控
• 图像色彩还原度高，图像逼真
• 产品经过 -30℃ ~+60℃高低温冷热循环测试，轻松应对恶劣

环境 
• 支持电压检测报警设置 ,DC12V±25% 宽电压供电

适用于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公
安、司法、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且光线复杂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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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4-20 UNC -2Bx6.0

DH-HAC-HFW2208M-I1
DH-HAC-HFW2208M-I2
DH-HAC-HFW2208M-I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