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umens® PS753 是一款搭载Sony影像感测器的 300x超高倍率实物摄录展台，无论是在大萤幕上分享高清图像或捕捉

微小细节，皆能提供生动的色彩和清晰的影像画面。 PS753 支援 HDMI、VGA、USB 和 IP 输出，可轻松连接到电脑、

萤幕显示器和网络，专为演讲厅和专业会议设计。 

• 4K 高清影像 / 300 倍超高放大倍率
• 支援 HDMI、VGA、Ethernet和 USB 输出
• 拍摄范围大于 A3 (522 x 308 mm)
• 支援U盘录影存档功能
• HDMI pass-through 功能最高可达 4K 解析度

主要特色

卓越的影像品质

超大拍摄范围

多角度辅助灯光

轻松使用

快速安装

PS753 具备 4K 高清摄像机和强大变焦功能，可透过大萤幕清楚分享清晰的影像。搭载强大Sony影像感测器，即时呈
现无比清晰的纹理和颜色，对影像噪点皆能完美控制。

PS753 可拍摄超过 A3 尺寸（超过 50cm x 30cm）的物体。在需要特写镜头时，300 倍超高放大倍率亦可以捕捉到最
精细的细节。搭配ePTZ 功能，可更改摄像机角度和位置以聚焦于物体的特定部分，轻松简单拍摄您所需的各种画面，
提供最大的教学灵活性。 

使用双鹅颈 LED 侧灯设计，可从任何角度完美照亮物体，让光源分布更加均匀，避免眩光和反射。此外，显示区域下
方内建A4大小的背光板设计，只要切换模式即可快速观看底片和 X光片等内容。

内建Auto-Tune功能可一键影像最佳化，提供准确色彩并完美聚焦于影像。无需安装任何软体即可轻松使用标注工具
，允许用户在画面中绘制和注记图像。它快速、方便且易于使用。可搭配免费的Lumens Ladibug软件进行进阶影像
控制，并可以透过视讯会议平台（例如:  Zoom、Meet、Skype、Teams 或 WebEx）即时分享画面给远端与会者。 

功能强大且功能齐全的PS753，非常轻松安装。支援Ethernet (PoE+) 供电，无需外接额外电源。此外，系统可透过 
HDMI、VGA输出或通过网络传输影像，完美搭配各式投影机和显示器，让演示场合的配置与安装更为简单。

PS753
4K 桌上型实物摄录展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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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规格

应用

输出 / 输入接口

U盘和滑鼠RS-232
Kensington

安全锁
Ethernet 
(PoE+) USB 2.0 影像输出

VGA输出至 
投影机或萤幕

HDMI  输出 HDMI 输入Audio 输出DC 电源 Audio输入

DIP 
切换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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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像机

视频传感器 1/2.8" 8M CMOS

总像素 860万像素

总放大倍率 300倍 (max.)

变焦 30倍

数位变焦 30倍 (max.)

输出解析度 XGA / 720p / 1080p / 2160p

帧率 30fps (所有解析度) 
60fps (1080p / 720p)

最大拍摄范围 522 x 308 mm (20.5" x 12.1")

影像清晰度 MTF 1700 Lines (输出为2160p时)

对焦模式 自动 / 手动

影像旋转 0° / 90° / 180° / 270° / 垂直翻转 / 水平翻转

补偿光源 1. 双鹅颈 LED 侧灯 
2. 内建A4大小(297 x 210 mm) LED背光板

手臂 机械式手臂

輸出&輸入

电源 外接式, 12V 直流电源共应器 (100~240 VAC) 
支援PoE+

输入界面 HDMI x1 (支援4K), HDMI直通功能

输出界面 HDMI x1 / VGA x1 (最高可达1080p) / 
USB 2.0 / 网络串流

控制界面 RS-232 / USB / 网络

USB

USB 影像传输 USB 2.0 (480 Mbps)

驱动程式 UVC / UAC

USB 影像格式 H.264 / MJPEG / YUV

USB Host USB 2.0 Type-A x1  
支援USB 2.0 U盤、 USB 滑鼠與键盘

音讯

内建麦克风 有

音频输入 内建麦克风, Line In (3.5mm)

音频输出 Line Out (3.5mm)

网络

网络接口 RJ-45 ( PoE+, IEEE802.3at)

串流输出格式 RTSP (H.264)

储存空间

外接记忆体 可外接U盤，最大可支援4TB容量

内建记忆体 100张照片

功能

自动影像优化 有

影音錄製 一键同步录制图像和声音

内建影像注解功能 有，支援USB 滑鼠

影像模式 照片 / 文字 / 底片 / 幻灯片 / 显微镜

冻结影像 有

移动画面 有

子母画面(PIP) 有

遮罩模式 / 强调模式 有

密码锁定模式 有

自动删除 有

影像撷取 单张、连续性撷取

独立影音录制 有, H.264 1080p

Ladibug™ 软件 支援Windows 11, 10, 7 / Mac OS X / 
Chrome OS

一般

防盗装置 Kensington 防盗安全锁

VESA Mount 标准 有，75mm x 75mm

內含配件 电源适配器, 电源线, USB 连接线, HDMI 
连接线

功率消耗 电源供应器 : 16瓦 
PoE : 18瓦

尺寸 (宽x高x深)

折叠 : 15.2" x 6" x 22.3" 
(385 x 152 x 566 mm) 
展开 : 15.2" x 23.1" x 18.3" 
(385 x 588 x 466 mm)

重量 12.3 磅 (5.6 公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