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D-8543IE2 

 

AI 高速球

特性: 

应用场景： 

系统: 

星光全彩   3D 降噪    自动昼夜    高动态    白平衡 

自动跟踪  智能识别 H.265  网线供电  IP66 

TD-8543IE2(PE/25M/AR10)，4 百万 25 倍星光红外 100 米网络高速球，是同为第二代智能侦测和自动跟踪

高速球机，主要用于大范围入侵检测和周界防护。为获得更可信的分析结果，图像子系统进行了重新设计。在检测到

非法入侵时，高速球将自动追踪目标，并放大居中在画面中间。它可识别出人脸/车牌号码，比对，截图，触发录像或

报警，直到他们离开限定区域。此型号可以每场景最多识别出 20 个有效目标，最远能识别 190 米外的人脸/车牌，观

察到 760 米外的人体行为特征。 

● 1/2.5”逐行扫描 CMOS

● 最大 2560x1440 分辨率@25/30 帧.

● 最低照度:

彩色: 0.01lux @ (F1.65, AGC ON)

黑白: 0.002 lux @ (F1.65, AGC ON)

0 Lux 红外灯开

● 25 倍光学变焦，精准快速

● 120dB 宽动态，数字降噪，智能红外

● 360°连续旋转，-3°~90°垂直旋转

中大型场地的周界看护，入侵和报警，比如：公园，景区，车站，商业设施，工业园，农场，矿山。 

TD-8543IE2 (PE/25M/AR10) 

25 倍 4 百万星光智能跟踪 PoE 网络高速球 

● 100 米红外补光距离

● 智能 H.265/H.264 编码

●1.0T 算力，深度学习引擎

● 智能跟踪人体/车辆

● 智能侦测和周界防护

● 室外 IP66 防水, -40°C~65°C 工温, 铝合金塑料

● 支持 PoE++, DC24V 和 AC24V 三种供电

●支持 GB/T28181 协议,ONVIF, API 和 SDK

●支持 TVTNVR,NVMS,IE 客户端，以及安卓,苹果移动 app



TD-8543IE2 
AI 高速球

技术参数 

摄像机模组 
图像传感器 1/2.5 寸逐行扫描 CMOS 图像传感器(背照式+近红外增强) 

最低照度 彩色：0.01 lux @ (F1.65,自动增益开)；黑白：0.002 lux @(F1.65,自动增益开);0Lux 红外灯开 

图像设置 翻转,镜像,饱和度,亮度,对比度,锐度,增益,白平衡参数可以通过软件/客户端调整 

快门速度 1/1 秒 – 1/100,000 秒 

白平衡 自动/手动/室内/室外 

增益 自动/手动 

日夜切换 自动/手动 

光圈控制 自动/控制 

信噪比 ≥55 dB 

图像增强 背光补偿 BLC, 高亮抑制(HLC), 宽动态/高动态(WDR) 

隐私遮挡 4 个位置可编程隐私区域 

视频叠加 客户商标图片可以叠加到视频流中，最大 128x128 像素,24 位深位图（bmp） 

OSD 叠加 最多 15 字/行,8 行,白色/红色字体 

镜头 

焦距 f =4.8-120mm 镜头,25x 光学变焦 

变倍速度 大约. 3.6s (光学变焦,广角-望远) 

视场角 
水平: 55°~2.4° (广角-望远 )  
垂直:35° ~1.4°(广角-望远 )  
对角: 61.5° ~ 2.8°(广角-望远 ) 

成像距离 广角: 1.0 米 ~ 无穷远; 广角: 1.5 米 ~ 无穷远 

光圈类型 直流自动光圈，带霍尔传感器，16 挡，F.165-F3.8(广角~远焦) 

红外滤片类型 可切换红外截止滤片,昼夜无缝切换 

侦测距离表 
侦测 观察 识别 确认 

1900 米 760 米 380 米 190 米 

云台 

水平范围 360°连续旋转 

水平转速 可配置，键控速度 0.5~120°/秒;预设点速度: 150°/秒 

垂直范围 0° ~93°（自动翻转） 

垂直转速 可配置, 键控速度 0.5~120°/秒, 预设点速度: 150°/秒 

长焦限速 支持 

预置点 360 个 

巡航 8 条,  每条可添加 16 个预置点 

轨迹 4 条，每条支持 3 分钟的录像 

断电记忆 支持 

云台动作 预置点/巡航线/轨迹/水平线扫/随机扫描 

3D 定位 支持 

方位角信息提示 支持 

定时任务 预置点/巡航线/轨迹/随机线扫/边界扫描 

补光 
补光距离 100 米 

智能补光 支持 

网络 
最大分辨率 2560x1440 

主码流 
PAL: 25fps(2560×1440, 2048×1536,1920×1080,1280×960,1280×720) 
NTSC:30fps(2650×1440, 2048×1536,1920×1080,1280×960,1280×720) 

子码流 
PAL: 25fps (704 × 576, 640 × 480, 352 × 288)  
NTSC:30fps (704 × 480, 640 × 480, 352 × 240) 

第三码流 
PAL: 25fps (1920 × 1080, 1280 × 960, 1280 × 720, 704 × 576, 640 × 480, 352 × 288)  
NTSC:30fps (1920 × 1080, 1280 × 960, 1280 × 720, 704 × 480, 640 × 480, 352 × 240) 

视频编码 H.265+/H.265/H.264/MJPEG 

H.264 编码标准 H.264/AVC codec BP/MP/HP, Level 5.1 

H.265 编码标准 H.265/HEVC codec MP, level 5.0 

视频码率 64Kbps ~16Mbps 



                             TD-8543IE2 

 

AI 高速球

 

订货型号 

尺寸: 

音频编码 G.711 A/U 

音频码率 64Kbps 

协议 
HTTP, HTTPS, IPv4/IPv6, 802.1x, QoS, FTP, SMTP, UPnP, SNMP,DNS, DDNS, NTP, RTSP, RTCP, RTP, TCP/IP, UDP, IGMP, 
ICMP,DHCP, PPPoE 

用户 / 主机 最多 16 个账户, 3 级:系统管理员，操作员，普通用户 

安全管理 授权的用户和密码,绑定 MAC 地址的主机，HTTPS 加密 IEEE802.1x 端口网络访问控制 （白名单） 

智能功能 

基本事件 移动侦测，视频篡改,异常(SD 卡满，SD 卡错误，IP 冲突，网线断开) 

人脸 (默认关闭)同一场景可一次识别最多 20 张人脸。侦测，跟踪，抓拍。 

交通车辆 车辆识别和跟踪,车牌识别等*2 

智能侦测 
拌线, 双向拌线, 非法入侵,进入区域,离开区域,物品看护,物品丢失,场景变化。支持人体或者车辆触发的报警，支持旗帜/动
物误报过滤。 

智能跟踪 手动/自动跟踪(人体或者车辆) 

系统接口 

外部报警接口 1 路输入(湿式连接)；1 路输出 

内置报警设备 无 

音频接口 1 通道音频输入 2 ~ 2.4v[p-p] 1KΩ ±10%; 1 通道音频输出(line out), 阻抗: 600Ω 

报警联动 报警动作,比如, 预置点,巡航线,轨迹, 内存卡录像,启动录像,通知监控服务器,上传到 FTP/内存卡,发送邮件等 

网络接口 1 个 10/100 兆自适应网口,支持 PoE++(802.3.bt,class 6) 

SD 卡仓 1 个 SD 卡仓, 支持 microSD/SDHC/SDXC, 最大 256G 

BNC  无 

RS 485 无 

复位按键 有 

加热器和风扇 内置加热器（支持-40°C 低温工作）以及风扇 

除水雾霜 快速自旋甩掉玻璃外水滴。加热空气吹袭镜头玻璃除水雾,冰霜。 

编程接口 API GB/T28181,ONVIF,支持 TVT 软件 SDK 以及第三方管理平台 

客户端 TVT NVR N9000 1.4.5 及以上, NVMS 2.0 及以上;安卓(4.0 及以上)和 iOS(6.0 及以上）app 

网页浏览器 微软 IE 版本 8-11 

一般规范 

本地化语言 
捷克语;英语;德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本语;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俄罗斯语;罗马利亚语;西班牙语;西班牙（墨西哥）;简
体中文;土耳其语;繁体中文。 

电源 AC24V, DC24V±25%,PoE++ (802.3.bt, class 6), (最大 34W,含红外灯,加热器,风扇开) 

工作环境 -40°C ~ 65°C 红外灯关; -40°C ~45°C 红外灯开;冷启- 30°C(0.5 小时加热); 低于 90%RH(无凝结) 

存储环境 -40°C ~ 70°C ; 低于 95% RH 

防护等级 IP66 防尘防水, 6000V 防雷, 瞬态抑制，防浪涌，气体放电 

材料 压铸铝合金 （ADC12）,塑料（PC） 

尺寸 Φ 209mm × 328mm 

重量 约 3.77 公斤 

认证 IP66,ROHS, CE, FC,3C 

 
 
 

 

 

TD-8543IE2(PE/25M/AR15) 
5 寸 25 倍 4 百万星光 100 米红外 PoE 网络智能跟踪高速球,支持 AC/DC24V/PoE++,IP66,不含支架/电源适配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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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件: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 0755-36995888   网址: http://www.tvt.net.cn 
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9 栋 B4 座 23 楼     传真: 0755-33104777   全国统一客服热线： 4006-151500 

单位:mm/英寸 

 
 

 

 
 
 
 
 

TD-YZJ0808          TD-YZJ0808+TD-YZJ0501      TD-YZJ0808+TD-YZJ0601           TD-YZJ0807 
壁装支架                   柱装支架                     角装支架                   吊装支架 

                          

     TD-YZJ0311                  TD-YZJ0312              TD-YZJ0313             
壁装支架带线盒               柱装支架带线盒           角装支架带线盒 

              
TD-YZJ0305              TD-YZJ0305+YZJ0501         TD-YZJ0305+YZJ0601 

壁装支架                    柱装支架                      角装支架 
(不推荐新项目用)             (不推荐新项目用)              (不推荐新项目用) 

                         

FJ-SW20172402500(国标)       LAS60-57CN-RJ45           MKAC-66-243000M(国标) 
DC24V/2.5A 适配器         60 瓦 PoE++ 中跨            AC24V/3A 电源适配器 

            
ONV-POE34064PFM               TD-K23 
60Watt PoE++交换机         键盘带球机控制摇杆 

* 以上所有图片和技术参数仅供参考，有关变更恕不另行通知 

 
 

http://www.tvt.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