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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Z-3neo.UHD 和 VZ-8neo.UHD 展示台系统

新一代设计，
尽在 4K UHD 成像
VZ-3neo.UHD 和 VZ-8neo.UHD 展示台系统

VZ-3neo.UHD 和 VZ-8neo.UHD 均为原生4K UHD
展示台系统，采用了标志性的 WolfVision 机械设计
理念，其摄像头、LED 光线和所有电子硬件均整
合在展示台的支架之中。
全新设计的光学和电子元器件将性能提升到了新
的高度，其设计独特，采用触屏控制，配有预览
显示器，使用十分方便。VZ-3neo.UHD 和 VZ8neo.UHD 设立了创新、易用、高性能展示台系统
的全球新标准。

Driving Knowledge Creation.

我们的愿景
我们由始至终都坚信在传达信息时，您应该以最
快速、简单与清晰的方式为观众留下最深刻的印
象。
无论您想要以什么样的方式分享、想在何时分
享、您的观众是否和您在同一房间里或是在世界
的另一头，您都能通过我们的产品轻而易举地办
到。

因为知识就是财富。

主要功能

具备领先成像性能

免调光

具有 4K 超高清输出的超高清摄像
头，可以完美的呈现您的内容，
确保无与伦比的视觉质量。

没有分散注意力的高亮点或反射，
也无需调节照明。LED光线系统经
过优化，可提供完美照明。

可变速的对焦范围

灵活的外部控制装置

可选择12倍变焦（VZ-3neo.
UHD）或24倍变焦（VZ-8neo.
UHD），在屏幕上显示演示内容时
具有出色的灵活性。

使用房间管理系统或电脑轻松控
制，或使用 vSolution 应用程序
从移动设备进行无线控制。

关注内容

FHD录制及流媒体

高速连续自动变焦，手动变焦再
加上轻易使用的9点触控和关注模
式，确保所有内容材料的清晰呈
现。

同步记录并网流您的内容，分辨
率最高可达 1080p FHD (VZ-3neo.
UHD) 或 2160p UHD (VZ-8neo.
UHD)，可实现直播或供远程观众
按需点播。

远程管理工具

经久耐用的展示台系统

vSolution Link Pro 软件便于远程设
置、监控、管理和更新系统固件。

采用高品质部件，带来出色的机械
质量、耐用性和可靠性，提供长达
5 年的质保。我们展示台系统的初
中设计就是经久耐用！

超级便捷

触屏预览显示器
采用 LCD 触屏显示器，便于所需物
品布置在工作表面之上，还配有可
进行滑扫操作的高级设置菜单。

自动操作
仅需使用对焦轮，而其他设置
（如聚焦、亮度和白平衡等）
则可自动调整。

在您的展示台上酣畅书写
表面为自粘贴干擦式白板，方便
拿取和展示您的手写内容。

节省空间的设计
另提供不带集成工作表面的版本，即可选的“
旋转板”版本，可使用提供的安装板直接安装
到桌面或讲台上。可配置为旋转 90°，完全不
会妨碍您对桌面的使用。

技术规格
摄像头/每秒帧数

VZ-3neo.UHD

VZ-8neo.UHD

CMOS 1/2.8 英寸4K UHD 30帧,1080pFHD 60帧,720pHD 60 帧

CMOS 1/2.8 英寸, 4K UHD, 所有分辨率均达到每秒

芯片有效分辨率

3840 x 2160 (8,294,400)

原生信号输出 / 输出分辨率

2160p UHD, 4:4:4 / 横向分辨率1400线

转换后宽屏输出信号 (16:9 and 16:10)

1080p FHD (1920 x 1080), 720p HD (1280 x 720)

亮度控制和白平衡调节

自动和手动

对焦模式

高速连续自动对焦、9-点触控和对焦、手动对焦

实时画面与冻结画面对比功能（并列）

有，可在 4K 屏幕中显示 2 x 1080p FHD 画面

内置触屏 LCD 控制和预览显示器

是，规格为 3.5 英寸320 x 240 px，RGB

屏幕菜单功能

有，采用触屏，内置可自定义的滑动操作式菜单以及采用密码保护的高级功能

vSolution Link Pro 软件，以便进行远程管理和固件更新

是，包含（适用于 Windows 10、Windows Server 2012 R2 以及2016、 Windows Web Server、macOS）

免费固件更新

是，可利用 USB、LAN、vSolution Link Pro 进行更新

对焦/镜头类型
物品在工作表面上的最大高度

12x 倍变焦（6x 倍光学变焦、2x 倍数码变焦），对焦轮可变速
广角，f= 4.7 – 28 毫米

24x 倍变焦（12x 倍光学变焦、2x 倍数码变焦），对焦轮可变速
/ 广角，f= 4.7 – 57 毫米

150 毫米 (5.9 英寸) - 远位，320 毫米 (12.6 英寸) - 宽位

180 毫米 (7 英寸) - 远位，320 毫米 (12.6 英寸) - 宽位

最大拍摄区域面积

长度：300 毫米 (11.8 英寸)，宽度：497 毫米 (19.6 英寸)

工作表面最小拍摄区域面积（全分辨率，光学变焦）
工作表面最小拍摄区域面积（数字变焦）

84 x 49 毫米 (3.3 英寸 x 1.9 英寸)

43 x 25 毫米 (1,7 x 1 英寸)

42 x 24,5 毫米 (1.65 英寸 x 0.96 英寸)

11 x 6,5 毫米 (0.43 英寸 x 0.26 英寸)

小尺寸物品 (42 x 33 毫米) 深度

20 毫米 (0.8 英寸)

5 毫米 (0.4 英寸)

大尺寸物品 (360 x 270 毫米) 深度

120 毫米 (4.7 英寸)

100 毫米 (3.9 英寸)

光源

无需维护的高亮度 LED 光线系统（输出亮度高、功耗低），灯寿命：30000 小时

UVC (Windows, Linux 以及 macOS)， PTP（图像传输协议）

是

智能折叠系统

有，机械支架

可旋转 90° 的回转板

选配

局域网串流模式（单播，多播）

3个
最高可达 1080P FHD 每秒30帧，RTP H264 + 音频，
RTP MJPG + 音频

最高可达 2160p UHD 每秒30帧 RTP H265 +音频，
RTP H264 + 音频，RTP MJPG + 音频

有，1080p FHD，最高可达每秒30帧

有，2160p UHD 最高可达每秒30帧

视频录制
图像存储

8 GB 内存 + 外接 U 盘或移动硬盘，容量不限

拍摄区域不反光

有，整个工作表面

外部计算机输入/输入开关

是， HDMI x 1，最高可达 4K UHD 30 fps 环出， 内置对输 内置对输入信号的数字缩放功能

图像源渐入渐出切换

是

连接口

1 x HDMI 输入、1 x HDMI 输出、1 x LAN 端口、1 x USB 3.0 设备端口、 1 x USB 2.0 主机端口

音频

有，利用 HDMI 输入和 HDMI 输出口传输

专业协议高级控制

有，通过 LAN 和 USB

工作时尺寸（长 x 宽 x 高）

489毫米 x 345 毫米 x 523 毫米 (19.3 英寸 x 13.6 英寸 x 20.6 英寸)

折叠后尺寸（长 x 宽 x 高）

571 毫米 x 345 毫米 x 128 毫米 (22.5 英寸 x 13.6 英寸 x 5 英寸)

重量

4.65 千克 (10.25 磅)

防盗装置

T 形锁（Kensington® 锁具）和桌面锁紧螺栓

安全功能包

可选（禁用截屏和冻结功能，阻止固件降级至旧版本）

供电

外置桌面供电包：宽电压 100-240V，32W，1.8 米电源线

其它可选配件

干擦式工作表面、手提箱

保修期 / 制造

干擦式工作表面、手提箱, 红外遥控
5 年 / 欧盟（奥地利）

更多信息:

您的 WolfVision 合作伙伴：

www.wolfvision.com

总公司：
WolfVision GmbH
奥地利 克劳斯
电话: +43 5523 52250
wolfvision@wolfvision.com

日本销售办公室 （东京 )
WolfVision Co. Ltd.
电话: +81 3 6233 9465
wolfvision.japan@wolfvision.com

美国销售办公室 ( 美国 )
WolfVision, Inc.
电话：+1 770 931 6802
sales@wolfvision.us

北欧销售办公室（挪威 )
WolfVision Nordic
电话：+47 9186 9736
wolfvision.nordic@wolfvision.net

英国销售办公室 （伦敦）
WolfVision Co. Ltd.
电话：+44 1628 968660
wolfvision.uk@wolfvision.com

中东销售办公室 （迪拜）
WolfVision Middle East
电话：+971 5617 40008
wolfvision.mideast@wolfvision.com

亚洲销售办公室（新加坡）
WolfVision Pte. Ltd.
电话： +65 6636 1268
wolfvision.asia@wolfvision.net

德国销售办公室 ( 慕尼黑 )
WolfVision GmbH
电话：0800 9828 787
wolfvision.deutschland@wolfvis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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