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家首创

吸顶设计，可完全嵌入天花板内，让演示不再受物体形态的限制，且会议室无凌乱拥挤之感，彰显环境的优
雅格调及整体性，真正实现演示无界化。高达 MTF 900 lines 的清晰度，52dB 的讯噪比和ΔE*ab 8.84 (平均
值) 的色彩还原度的专业影像传感器，支持高清 Full HD-1080p 的分辨率，提供完美不失真、流畅、无残影
的影像品质，好像观看高清数码影片。通过专业网络控制展台并传输影像，实现远程教学、视频会议，甚至
可以传输医疗手术等实时影像至任何地方。

打破空间限制，专业演示最理想的解决方案

• 独创的吸顶式设计，操作演示无界化

• Full HD –1080p 高输出分辨率，提供高清影像

• 一键优化功能，轻松获得完美的图像品质

• 内建时钟，记录图像和影音档案所建立的时间

• 高清实时 USB 影像传输，电脑和投影机同步显示

• 支持 UVC 标准规格，即插即用不需要安装驱动软件

• 个性化开机画面，可自由更换专属的开机影像或企业 LOGO

• 提供免费、多功能的跨平台软件支持

特色说明

完美的影像品质
CL510 采用高感亮度的专业图像传感器，可
敏锐的辨识影像的明暗对比，其低噪度、鲜
明的色彩还原度，即使是在光源不足的环境
下，依然可清晰显示，均匀照明且无任何反
光或热点。CL510 搭配专业的光学镜头，拥
有 30倍光学变焦能力，并具备高清 Full-HD 
1080p 的分辨率，即使以最大倍率观看，图
像细节、形状、色彩依然清晰不失真，达到
最佳的图像品质。透过投影机优化功能，不
论是 DLP 投影机或是 LCD 投影机，皆可依据
其投影机的特性做设定，避免投影机本身对
影像造成的干扰，提供细致的影像品质。

选配配件：

吊挂架 (CL-A01)

IP PTZ CameraCL510 嵌入式实物摄录展台

极致流畅的动态影像
实时画面显示和录制影像时的速度皆可
高达每秒 30 帧，优于一般高清的电影
院画面更新速度，可轻易捕捉演示过程
中的一举一动，画面流畅无残影。

小于小于 2244 帧帧3030 帧帧

无界化演示
CL510 独创的吸顶式设计，不再受演示
物品形态的限制，无论是固态、液态或
实时影像，皆可尽情演示。

影像录制自由储存
内置图像储存，可保存120幅影像。同
时设置U盘接口，可随时扩充至32GB。
不需要通过电脑，即能将培训、会议、
研讨会、课堂等演示过程随时存入U
盘，重复播放，提升演示的效率；也可
将演示过程所需档案事先储存至U盘，
方便演示过程的进行。



产品规格

以太网络供电
通过以太网络，无需电源线，供电、操
控一体化，施工布线简单 ，操作便捷。

网络远程分享
通过网络，支持单点和多点播送模式，
无需电脑，即可直接传输实时影像，让
多人同时观看。

远程控制
透过网络读取产品实时画面影像、存取
图片、透过展台网页功能选单控制并修
改展台的操作。允许设置管理员和用户
密码，以防止未经授权的用户通过网络
登录。

有一键优化 无一键优化

一键优化
便利的一键优化单键自动调节功能，轻
轻一按，展台即能依据现场环境，自动
调节清晰度、亮度与色彩，不需专业影
像知识，便可获得完美的图像质量。

内建时钟
在展台内部设定时间，即可在截取的图
像或录制的影像档案上自动记录时间，
方便档案管理与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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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影像传输
透过网络操作，用户可以控制或是调整
CL510实物摄影机，同时将影像传输到
计算机，且能于图像上做注记。录制后
的影像也能做储存。

Power over Ethern
et

Power over Ethern
et

传感器 1/2.8" 3.4MP CMOS

输出分辨率 XGA / SXGA / UXGA / WXGA / 1080p

输出接口 VGA x 1 / DVI x 1 / USB x 1 / Ethernet x 1

动态影像 最高每秒 30fps

光学变焦 30x

数位变焦 5x

摄像范围(2公尺高) 最大: 1900 x 1400mm (74.8" x 55.1") 
最小 : 61 x 45mm (2.4" x 1.77")

以太网络供电(PoE) PoE (IEEE802.3af)

USB 随身碟 最高支持到 32GB

内建式储存空间 120张 JPEG 图像

USB传输 USB 2.0 (480 Mbps) 高速传输

影像录制 有

影像撷取 有

自动调整影像 有

影像分屏比较 (PBP) 有

影像回播 自动 / 手动

影像旋转 0° / 90° / 180° / 270°

影像特殊放大功能 有

色彩还原度 ΔE*ab 8.84 (平均值)

影像噪讯 52 dB

影像清晰度 MTF 900 lines

防盗装置 Kensington 防盗装置

LadibugTM 软件 PC Windows 10, 8, 7, XP, Vista 和 Mac 
OSX; WIA 和TWAIN 界面

尺寸 800g (1.76 lbs)

重量  126 x 86 x 142mm (5.0" x 3.4" x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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