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er EVC170

单点视频会议系统
内建会议伺服器

包装内容物

影像输出

．主机系统 (解码器)
． eCam PTZ IV 变焦镜头
．EVC强效麦克风
．红外线遥控器和电池
．电源供应器
．线材
．保修卡
．安装指南

．HDMI x 2

通讯
．支持 H.323 协定和 SIP 标准和 SIP TLS
．支持 WebRTC 网页即时通讯 (需要授权启用)
．连线频宽 64Kbps ~ 8Mbps
．RJ45 网路孔(10 / 100 / 1000)
．手动频宽设定

镜头
．eCam PTZ IV 变焦镜头
．200 万像素 CMOS 感光元件
．18 倍总放大倍数
．可左右 130°; 上 90°/; 下 25°
．72°视野范围(水平); 43°视野范围(垂直); 82° FOV 视野范围(对角)

会议影像解析度
．HD1080p (1920 x 1080), 最高支持到 60fps
．HD720p (1280 x 720)
．480p (848 x 480)
．4CIF (704 x 576)
．CIF (352 x 288)
．SIF (352 x 240)
．所有解析度均为 30fps

同步分享影像解析度
．HDMI 支持解析度
- 1080p (1920 x 1080)
- 720p (1280 x 720)
- D1 (720 x 480)
- SXGA (1280 x 1024)
- XGA (1024 x 768)
- SVGA (800 x 600)
- VGA (640 x 480)
．输出解析度
- 最高 HD1080p (1920 x 1080) 最高支持到 60fps

影像标准
．H.264, H.264 HP, H.264 SVC, H.263+, H.263
．H.239 双影音串流
．BFCP 萤幕分享

影像特点
．多维度杂讯抑制(3D denoise)

影像输入
．主镜头 eCam PTZ IV
．简报 HDMI

音讯标准
．G.711, G.722, G.722.1, G.728, G.722.1C, AAC-LD, G729

音讯特点
．自动增益控制(AGC)
．先进的杂音抑制
．高级的回音消除(AEC)

音频输入
．EVC 强效麦克风，最多可串接 4 颗麦克风
．HDMI
．Line-in (3.5 mm)

音频输出
．HDMI x 2
．Line-out (3.5 mm)

其他支持标准
．H.224, H.225, H.245, H.281, H.323 Annex Q, H.460
．RTP, RTCP, H.350, SRTP, H.235, HTTP, HTTPs, Telnet, DHCP,
DNS

使用者介面
．支持单一 / 双萤幕显示
．友善的使用者介面(包含 23 个多国语言：英语、繁中、简中、
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芬兰语、法语、德语、匈牙利语、
义大利语、日语、俄语、韩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巴
西、罗马尼亚语、西班牙语、瑞典语、泰语、土耳其语、越南
文)
．会议中显示 / 编辑端点名称

网路
．10/100/1000Mbps
．NAT /防火墙穿越(H.460)
．高效能封包遗失回复机制(HELPeR™)
．支持 telnet 中控整合(API)
．Packet Loss Recovery (PLR)
．支持网路唤醒技术(WOL)
．支持 IPv4 和 IPv6
．网路连线诊断工具
．服务质量(QoS)
．网路层通讯协定 VLAN (802.1Q / 802.1P)
．EAP 802.1x

防护机制
．AES 高级加密机制功能 (128-bit)
．系统设定可设定密码加密
．远端管理可设定密码加密

网路管理工具
．可透过网路远端管理 / 远端监控
．系统升级
．可透过网路下载 / 上传 / 编辑电话簿
．储存系统设定 / 汇出通话纪录

加值功能

电源供应

．会议录影
- 支持会议中及离线录影
- 实况录像直接储存于 USB 随身碟
- 可选择不同版面播放录像
- 可利用 VCPlayer 在电脑播放录像或转 .mov and .mp4
格式
．视频会议软件– EZMeetup / EZMeetup Plus
- 30 天免费试用电脑版
- iOS / Android 手机平板 App 免费下载
- 支持 H.264/H.264HP 视讯标准
- 接收解析度可达 full HD 1080p at 30fps
- 传送解析度可达 full HD 1080p at 30fps
- 支持桌面 / 简报分享、快照和录像
．视频会议互动笔记软件– EZDraw
- 平板 App 免费下载
- 可读取 .JPG、.PNG、.GIF 与 .BMP 档案
- 储存为 .PNG 档案
- 最多供 10 台平板同时连线注记
．支持双萤幕
．快捷键立即拨号（10 组）
．预设 100 个镜头拍摄位置
．透过 USB 进行系统升级
．支持 ScreenShare 软件 (无线简报会议分享)
．支持 VCLink 软件 (手机控制视频会议系统)
．萤幕保护和自动关机模式
．网路时间校正(NTP)
．支持萤幕快照 (SnapShot)
．支持 SIP 语音通话
．iSCSI 储存装置设定
．内建 SIP 会议伺服器
．支持圆展注册伺服器(ARS)
．远端控制本地端摄像机
．支持会议 ID 模式

．AC 100V ~240V, 50 / 60Hz
．消耗量：EIAJ 12V, 6.2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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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数据
．操作温度：0 ~ 40°C
．储存湿度：20% ~ 80%
．储存温度：-20 ~ 60°C
．操作湿度：20% ~ 80%

外观尺寸
．包裝外盒：376 x 300 x 243mm
．包装重量：6.49kg (14.31lbs)
．主系统（解码器）：260 x 158.7 x 33mm
．eCam PTZ IV 变焦镜头：180 x 144 x 184mm
．EVC 强效麦克风：131.9 x 118.6 x 25.5mm

选购配件
．EVC 强效麦克风
．镜头专用支架
．USB 转 RS232 转换器

软件选项
．WebRTC 网页即時通讯授权

产品保修*
． 3+2 年保修*
*G.722.1/G.722.1C, licensed from Polycom®
*请上网登录免费两年延长保固。更多相关保固资讯，请与圆展业务专员接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