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umens™ DC125高清实物摄录展台，搭配 Lumens™ 独家无线模块，可真正实现无线操控，尽享自由移动
演示的乐趣。360度任意旋转的无关节鹅颈设计，让演示不再受物体限制。高达 MTF 1102 lines 的清晰度，
51dB 的讯噪比和 ΔE*ab 8.58 (平均值) 色彩还原度的专业影像传感器，提供完美不失真、流畅无残影的影像质
量，从容观察实物的每一个细节。

• 采用摄像机专用的影像传感器，实现低噪音，高清晰的

图像质量

• 独家无关节、高柔韧性鹅颈设计，360˚ 任意角度观看物体

• 智能型影像自动对焦机制，永保画面的清晰度

• 超高清分辨率 QXGA ( 2048 x 1536 )、Full HD 1080p 输出

• 每秒 30 帧画面更新速率，影像流畅、无残影

• 独家智能优化，自动影像调整，获得最优化的影像质量

• 一线通，轻松一条 USB 线，即能使用展台

• 特殊水滴造型设计，体积小方便收纳

• 免费、多功能的跨平台软件支持，兼容各大厂牌的电子白板

• 即插即用，免驱动安装

主要特色

特色说明

< 24 fps30 fps完美的影像质量
采 用 摄 像 机 专 用 的 影 像 传 感
器，高达 MTF 1102 lines 的清
晰度，51dB 的讯噪比和 ΔE*ab 
8.58 (平均值) 色彩还原度的专业
影像传感器，可敏锐辨识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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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致流畅的动态影像
在高清 Full HD 1080p 的分辨率
下，无论是实时画面显示，或
录制影音，画面刷新率每秒 30 
帧，轻易捕捉演示过程的一举一
动，画面流畅、无残影，就连观
察昆虫快速挥动翅膀时，其影像
都是那么清晰、细腻、生动。

一线通
只需一条 USB 线连结电脑，不需
外接电源线或是 VGA 讯号线即
能使用，免除复杂的线路连接，
提供简洁而精致的桌面空间。

一线通
高效率按键设计
最 常 使 用 功 能 的 按 键 配 置 于
DC125底座上，便利演示者操
控，让演示过程更加流畅顺利。

DC125 USB实物摄录展台



Kensington 
安全锁

USB 2.0

影像变焦距倍率 8 倍机械变焦放大

输出分辨率
VGA, SVGA, XGA, 
SXGA(1280x960), 720p, 1080p, 
UXGA,QXGA(2048x1536)

色彩还原度 ΔE*ab 8.58 (平均值)

影像噪讯 51 dB

影像清晰度 MTF 1102 lines

近拍设计 4 cm

摄像范围 最大至 480 x 360 mm > 纸张 A3 尺寸

帧数 每秒 30 帧

补偿光源 LED 头灯

电源界面 USB Bus Power

USB 影像传输 USB 2.0 (480 Mbps) 高速传输

录像录音 有，需透过 Ladibug 软件

内建式麦克风 有

图像撷取功能 有，单张、连续性撷取

单键自动图像调节 有, 影像优化机制

图像旋转 0˚、180˚、上下翻转、左右颠倒

防偷装置 Kensington 安全锁

免费软件 支持 PC Windows 10, 8, 7, XP, Vista,
Mac OS X ; WIA 和TWAIN 介面

特殊配件 可搭配 DC-W50 无线装置，做为无线实
物摄录展台

鹅颈设计
Lumens™ 首创无关节、高柔韧
性鹅颈设计，克服了传统多关节
机构设计的缺点，无故障，无抖
动，使用方便。同时可以从上
方、侧面、下方任意角度观察对
象的任何细节。不受对象形状的
限制，皆能尽情演示，没有任何
死角。

有一键优化 无一键优化

智能优化
便利的智能优化自动调节功能，
展台能依据现场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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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步录音、录像
展台内建麦克风，同步录制影像和
声音，方便用户记录培训、会议、
研讨会、课堂等的演示过程，并可
重复播放，提升演示者的效率并增
加讯息传递的便利性。

智能影像调整

智能影像调整
具有最先进的智能型影像侦测机
制，在不断地侦测环境后，将自
动调整聚焦位置到最合适的范围
内，并且在调整的过程中，影像
恢复迅速、准确，完全不影响演
示者和观众的视觉效果。

产品规格

使用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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