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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新世代監控發展趨勢研討會圓滿落幕
由藍眼科技主辦，瑞典艾克迅通訊 ( Axis Communications )所指導的 2006 年新世代監控發展趨勢論
壇已於 7 月 6 日於台中裕元花園酒店、7 月 19 日於新竹老爺大酒店圓滿結束。在期間所舉辦的「2006
年新世代監控發展趨勢研討會」中，與會之國內外安防產業專家，在相關議題上，皆表明「網路攝
影機」與「第三代監視系統」將成為全球安防監視市場的主流。
網路攝影機已經流行數年了，第一台是在西元 1996 年上市。早期，網路攝影機技術是無法與專業
等級傳統攝影機相比，他們只是被人當成利用網際網路或區域網路觀看物體或事件，最初設計在數
位影像、網路與網際網路新應用領域中佔有優勢，還沒有真正運用在監視安防領域。現在不同了，
最近幾年網路攝影機趕上了類比攝影機技術並且達到相同市場需求與特性，目前可以看到在一些重
要領域網路攝影機遠遠超過類比攝影機效能。
本次研討會試著從更廣泛的領域觀察與分析，提供給使用者比較兩種不同類型攝影機之差異，像是
效能、開放系統、彈性、未來擴充保證與網路連接，會中歸納出十個重要差異之處，整理如下。
1. 終止影像交錯(interlace)問題
類比攝影機在解析度高達 4CIF 時有嚴重的交錯(interlace)問題，這是因為類比視訊，甚至連接到
DVR 時，所有影像都是由線條組成，並且每張影像都是由兩個交錯的線條區域組合而成。當影像中
有許多物體移動時就會變得很模糊或物體邊緣有鋸齒狀，這是因為物體在兩個交錯區域之間被捕捉
到影像造成的。使用網路攝影機就不會有這種交錯問題，現在的網路攝影機使用的是漸進式掃描
(progressive scan)技術，此技術非常適合拍攝移動中的物體的得到清晰影像，更進階影像捕捉技術
說明了整張影像可以在同時間內被捕捉拍攝，也就提供了清晰可辨的銳利影像，甚至物體在高度移
動時也可辦到。
2. 網上供電(PoE)節省成本與增加可靠性
類比攝影機供電總是主要障礙與花錢。IEEE 802.3af 標準 Power over Ethernet (PoE)證實了可以成功
節省經費，這不是為類比攝影機設計的，PoE 是指利用同樣在傳送資料與視訊的 Cat.5 網路線從支援
PoE 的交換器或中繼器供應電力。因為此標準已經制定，所有設備都是相容可用，對於使用者來說
效益最大。在安防應用中，PoE 帶來另外一項好處：攝影機可以從電腦機房得到集中備用的電力，
就算是現場電力中斷時，攝影機一樣照常運作不受影響。
3. 百萬畫素解析度
類比攝影機受制於 NTSC/PAL 規格，4CIF 解析度限制在 40 萬畫素。針對最新高解析電腦與數位相
機，使用者要求解析度在更高的百萬畫素，相對在監視安防市場上也是一樣的需求。網路攝影機較
高的解析度提供了更精細品質與可涵蓋更廣區域，這確定的安全系統的投資不再浪費，因為利用網
路攝影機可以輕易辨識入侵者臉部面貌與攜帶物品，同樣的，網路攝影機的高解析度使得數位左右
上下縮放(digital PTZ)成為可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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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智慧化攝影機等級
世界上有更多視訊需要被記錄、被監看與被搜尋，智慧化視訊是未來一大趨勢。能夠容納這些需求
只有在進階網路攝影機內建移動偵測與警報管理功能，攝影機可以自行決定何時傳送影像、依照多
少更新率與解析度，與何時報警通知指定操作者去監看與/或回應。甚至更高階的演算－車牌辨
識、人數計算等－都可以整合在網路攝影機中。智慧的攝影機等級比起 DVR 或其他集中式系統可以
允許更多產能與效率的安防意義，網路攝影機也解決了另一個新興困境：利用即時計算能力分析多
頻道的缺憾。網路攝影機具有內建特殊用途與高整合的硬體，可以在影像分析工作有優異表現，因
此更適合大型智慧視訊系統的佈署。
5. 整合 PTZ 與警報輸出入控制
每次使用類比 PTZ 攝影機時，控制 PTZ 動作的序列通訊都需要靠與影像訊號分離的電纜來傳輸，這
是非常耗費成本與造成佈線工作繁瑣。網路攝影機技術使得 PTZ 控制可以同時在傳送視訊的網路上
傳輸，使用網路快速球攝影機，PTZ 控制指令直接透過 IP 網路下達，非常節省成本與更有彈性。更
好的是網路攝影機還可以整合輸入與輸出訊號，例如接受報警與控制門鎖，這意味著更少電纜、更
少金錢、更多功能與更容易整合。
6. 整合語音
在某些應用上，語音的重要性是與日俱增。傳統類比系統中，除非您另外拉一條獨立的音源線路到
DVR，否則要收到語音是不可行的。網路攝影機則簡單多了，您直接在網路攝影機端收音後與視訊
流同步傳輸或甚至整合到相同視訊串流中都可以，然後傳送到監看端同時/或是透過網路進行同步
錄影工作。語音也可以允許使用者透過麥克風與擴大器進行雙向對談，如此強大的語音整合能力非
常容易安裝並且經濟又划算－但是只有在網路攝影機上才會看的到它發生。
7. 安全通訊
當我們使用類比攝影機時，視訊是透過沒有加密或是認證的同軸電纜傳送，這種作法容易讓任何人
都可以輕易擷取影像、或是進行破壞、或是用其他攝影機的視訊加以置換混淆(大家立刻會想到電
影偷天換日 Ocean’s Eleven 中的精彩情節)。在網路視訊架構中，攝影機能將影像加密後再傳送到網
路上確保沒有任何人能夠直接觀看與竄改。錄影監視系統也可以設定利用加密認證的授權方式只接
受指定的網路攝影機視訊，排除任何人可能入侵到線路的可能性。此外，為了將來舉證方便，網路
攝影機可以在影像資料串流中增加含有時間、地點、使用者、警報或是更多資訊的「浮水印」。類
比攝影機是否也提供如此高階功能呢？抱歉，他們沒有。
8.基礎建設時更彈性與更划算的選擇
傳統類比視訊是倚靠著昂貴的同軸電纜、特有光纖或專屬的無線傳輸。這些方法都會因為距離長短
影響到影像品質，再加上增加電力傳輸、警報輸入/輸出與語音等這些功能只是讓這困境益顯複
雜。標準 IP 基礎的數位系統以更低成本與更多選擇克服了這些障礙，像是您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觀看
某些網站上的影像，這些影像就是由網路攝影機產生的數位影像，並且不會因為距離太長造成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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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衰減。架構在 IP 技術的網路已經是建立完善且標準化的技術，這表示成本可以相對降低許多。
類比系統無法做到的是使用各樣容易取得的相容性網路基礎設備，IP 視訊串流就能夠發送到世界每
一角落。正因為根基於封包方式通訊，所以許多視訊串流可以同時在相同一條線路上傳送，新的建
設現在都使用低成本的 Cat.5 網路線佈線，並且當乙太網路速度為 1Gigabit 時，單條線路傳送全速
率的視訊串流更高達上百個以上，心動嗎？
9. 真正數位解決方案
類比攝影機上的 CCD 感知器是將類比訊號由類比/數位(A/D)轉換器將透過 DSP 處理後轉換生成數位
化的影像，再變為類比訊號方可透過同軸電纜傳輸。最後，在 DVR 上訊號再一次數位化進行錄影。
這總共產生了三次轉換，並且每一次轉換都會造成影像畫質損失。在網路攝影機系統中，影像只有
數位化一次，之後都是保持數位形式－沒有不必要的轉換且影像品質不會降低。
10. 整體擁有成本較低
上面所談到的每一項好處都會影響到成本問題，假如您單單將網路攝影機與傳統攝影機相比，網路
攝影機的初次購買成本或許高了些，但是比較每個頻道的單位成本與網路攝影機帶來的高彈性與效
能，相信您很快就會將 DVR 傳統系統拋棄。在許多系統結構下與類比相較，架構於網路攝影機的監
視系統的直接成本甚至會更低，這些網路攝影機系統降低的整體成本主要是因為大量使用工業標準
與開放系統的伺服器，並不像 DVR 一定需要其專屬硬體。這也減少了管理與設備成本，尤其是在大
型系統裡，儲存設備與伺服器在整體解決方案成本中佔有極大部分。另外一個成本節省是使用目前
的基礎建設，根基 IP 網路像是網際網路、區域網路與各種連接方法像是無線應用，都比傳統銅軸或
光纖來的便宜。
結論：未來是屬於網路攝影機
根據產業分析權威 J.P. Freeman 公司預測，網路攝影機市場在監控安防產業中成長最快，並且預計
在西元 2008 年銷售量將首度超過類比攝影機。了解與運行在 IP 網路上的安全管理，更表現在次世
代的進階安全管理中。另一方面，類比攝影機在彈性與效能上嚴重表現不足，並不符合次世代的要
求。網路攝影機的影像擷取速度與智慧部署能力也將 DVR 遠遠拋在後頭，新系統更容易擴充，消費
者有能力使用省錢的工業標準伺服器進行錄影與儲存影像，並且能夠選擇使用更多不同的影像管理
與分析軟體達到多重目的。難以阻擋的趨勢迫使我們朝向開放的系統架構，同時遠離特有規格的
DVR，結合網路化、影像數位化、攝影機智慧化的優勢將使得網路攝影機的推動更加快速與獲得更
多好處。
近年來，藍眼科技開始涉足數位監控領域，給多年來一直以類比信號為基礎的監控行業注入了數位
化的脈動。Axis 網路攝影機和影像伺服器是基於 TCP/IP 協定並支援遠端網路監控的編解碼器，其應
用領域相當廣泛，並可根據用戶的操作進行調整。主要用於安全監視、遠端監控和需要通過 Web 吸
引大眾的行業。通過提高管理效率，減少支出成本以及拓寬網路設備的應用領域，藍眼科技始終致
力於為客戶提供不斷增值的服務。
詳細內容與會議記錄，可參考本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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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lueeyes.com.tw/
關於藍眼科技
藍眼科技為 AXIS 授權之全球應用開發解決方案伙伴 ADS
藍眼科技成立之目的，是為了因應目前快速成長的 IP CCTV 網路監視市場，並提供客戶完整的解決
方案與系統整合。藍眼科技引進全球前瞻之網路視訊設備，配以先進的軟體工程技術，選擇各行業
別中優良之策略聯盟夥伴，以其專業 know-how 導入各系統運作，並註冊為服務標章，提供網路上
專業服務、全方位系統整合及整體的解決方案。
藍眼科技專注於由教育、交通、政府、零售、銀行和工業領域的客戶組成的專業的網路視訊市場。
藍眼科技網路視訊解決方案基於開放的標準並將諸如乙太網路和 PC 伺服器這樣的專業設備用於視
訊監測和儲存。通過構建標準的 IT 結構，網路視訊系統成為可擴展的、靈活的、經濟的且未來可升
級的系統。
藍眼科技網址：http://www.BlueEyes.com.tw
關於 Axis Communications
AXIS 致力於提供整體網路解決方案。AXIS 公司堪稱是網路視訊和網路列印服務方面的市場先鋒和市
場創新者。AXIS 的產品和解決方案集中於安全監視、遠端監控和檔案管理的應用。AXIS 公司的所有
產品皆根基於 AXIS 本身設計獨家擁有的專利核心開發晶片，這些晶片也同時銷售給其他合作夥
伴。
AXIS 成立於 1984 年，是瑞典斯德哥爾摩的上市公司。AXIS 在全球 17 個國家設有辦事機構，與 70
個國家的代理商、系統整合商、OEM 合作夥伴建立了長期的合作關係。AXIS 在國外的市場營業額占
公司銷售的絕大部分，超過 95%之多。
AXIS 網址：http://www.axis.com
新聞聯絡人
藍眼科技有限公司
霍俊明 -- 公關室經理
電話： (04)2297-0977 Ext.297
傳真： (04)2297-0957
kennyhuo@blueeyes.com.tw
http://www.BlueEye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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