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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4 视频管理系统将先进的电路和扩展内存与经过改进的色
彩采样和处理进行结合，生成高品质、栩栩如生的彩色视频图
像。 它的增强型电路不仅可以改善图像准确度和提升显示速度，
同时还能消除多屏幕显示通常存在的令人烦躁的屏幕闪烁（伪信
号）现象。 可以将这些装置用作矩阵切换台，将任何摄像机内容
显示至监视器 A 或 B，并且包括监视器 A 上的自定义报警显示功
能（最多可以在单个报警触点中调用 4 个预定位置）。 此外，借
助内部通用电源，System4 可以智能探测视频输入信号输入电
压，并自动针对 PAL/NTSC 或 EIA/CCIR 设置装置。

基本功能
用户可以通过可选远程键盘 LTC 2601/00 或 LTC 2602/00（控
件与前面板相同）访问 System4 的各种先进功能。 这两种键盘
均能控制博世 AutoDome 系统和云台控制的接收器/驱动器。
System4 远程键盘可控制任何选定博世录像机的所有主要功
能。 使用一个键盘最多可以编程和控制 30 台 System4 装置和
30 台录像机。 利用主时钟同步功能，System4 会自动同步所有
时钟。 通过键盘端口扩展器装置（参见“选件”），最多可以使用
四个键盘来编程和控制 System4 视频控制器。

LTC 2682/90 16 通道三工型多路复用器允许进行以下操作：

• 在两个监视器上同时进行录像和多屏幕查看。
• 同时进行录像、回放和实时查看多个屏幕。
所有型号均可以回放 6 家不同制造商的录像格式。

系统的用户友好控件允许进行快速且方便的编程和操作。 System4
装置包括用于编程的屏显菜单，可用语言包括英语、法语、德
语、西班牙语、荷兰语或意大利语。 编程允许用户通过先进的设
置程序自动设置或定制系统配置。 帮助屏幕提供说明和指示，指
导操作人员分步完成设置过程。 启用自动设置功能后，System4
可以根据所连接摄像机的数量自动配置自身，从而进行录像、排
序和视频丢失列表操作。

所有 System4 型号均提供数字移动探测功能，确保探测到移动
的摄像机优先进行录像。 用户可以根据移动或报警探测将录像编
制为“专用”或“交叉”。 提供四种灵敏度级别，其中包括方向感测、
目标大小和独特的步测设置，能够消除虚假报警。 在此模式下，
可以选用声音警报器。 用户可以使用计时事件功能来编程参数设
置，从而允许系统操作和录像有多个配置。 最多可以编程六个独
立的 System4 操作参数并将它们存储在系统内存中，以便手动
调用或定时激活。

System4 装置包括前面板控制、与录像机磁头切换同步、冻结、
4X 变焦、视频丢失指示器、报警捕获、密码安全保护、多继电器
功能输出和具有 16 字符标题记录能力的全功能时间和日期。 所
有装置均与标准 VHS 和 SVHS 格式以及正常和高密度录像机兼
容。 不需要外部同步摄像机输入，因为所有型号均包含基于时间
的内置校准。

日志事件功能跟踪事件历史记录，控制台端口使 PC 可以控制系
统、全双工录像机控制（包括远程录像机设置）和减少磁带查看
时间的时间/日期/搜索功能，或者与访问控制系统和博世 LTC
2650/00 图形用户界面 (GUI) 软件包交互。

LTC 2682/90 系列 System4 视频管理系统
▶ 真正的三工操作
▶ 同步回放和实时查看多屏幕显示
▶ 回放六 (6) 种录像格式
▶ 计时事件功能
▶ 日志事件功能
▶ 使用多个预设的自定义报警显示
▶ 完全双工录像机控制，带联机状态和时间/日期/搜索功能
▶ 远程录像机设置
▶ 主时钟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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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断增长的商业要求完善、可靠且易于使用的安防措施。
从折扣店到商业办公室，System4 凭借一个小巧紧凑的装置以智
能方式提供了一个多功能系统。借助切换和多路复用器控制、云
台以及录像机控制，该系统最多可以处理 9 路或 16 路摄像机输
入。

证书与认可

电磁兼容性
(EMC)

CE 抗扰性，CE 辐射 A 类，FCC A
类

安全 CE，UL，cUL

安装/配置

System4 三工，典型操作

1 数据
2 视频
3 端接电阻
4 VEXT 连接，21 至 11 和 25 至 15 (GND)

5 S1383

6 S-VHS 型录像机
7 S-VHS 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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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4，典型配置

1 AutoDome

2 视频
3 录制/回放录像机
4 数据
5 输出
6 输入
7 最多 16 台摄像机
8 录制录像机
9 被动红外传感器

同时录像至两台录像机（三工操作）
LTC 2682 提供两路独立的录像机输出；可以对每路输出进行编
程以编码摄像机序列。 在此模式中使用 LTC 2682 可以在两台录
像机之间灵活分配摄像机数量，从而快速更新每台摄像机。 也可
以对两台录像机进行编程，以便在将一台录像机用于正常编码的
同时，将另一台摄像机用于操作/报警编码。 在此三工操作模式
中，监视器 A 始终按顺序模式以多屏幕、四屏、全屏或多摄像机
方式显示图像。

技术规格

电气

型号 描述 电压范围 功率/电流
LTC 2682/90 16 通道

三工
108 至 253 VAC，

50/60 Hz
30 W/0.5 A

同步
完全基于时间校准
黑白 625 线，50 Hz，CCIR

黑白 525 线，60 Hz，EIA RS-170

彩色 625 线，50 Hz，PAL

彩色 525 线，60 Hz，NTSC

数字内存
720（水平）x 576（垂直）
自动增益控制：针对每路视频输入自动或手动调节。 视频输入电
平：0.5 Vp-p 至 2.0 Vp-p 复合视频信号。
操作模式
在两台监视器上同时录制和多屏幕查看。 同时录制、回放和多屏
幕查看。
显示模式
实况

www.boschsecurity.com.cn



4 | LTC 2682/90 系列 System4 视频管理系统

型号 描述 电压范围 功率/电流
监视器 A 全屏、四屏或多屏幕显示
监视器 B 全屏（仅限报警或操作调用）、四屏或多屏幕显

示
回放
监视器 A 全屏、四屏或多屏幕显示
监视器 B 全屏
控件和指示灯 - 前面板
输入
摄像机 9 (16) 路输入；18 (32) 个 BNC 连接器，自动环路

端接 BNC

VCR 输入 一 (1) 个 BNC

VCR 输入 一 (1) 个 Y/C

输出
监视器 A 一 (1) 个 BNC

监视器 B 一 (1) 个 BNC

VCR OUT 一 (1) 个 BNC

监视器 A 一 (1) 个 Y/C

监视器 B 一 (1) 个 Y/C

VCR OUT 一 (1) 个 Y/C

连接器
电源 IEC 接口，带接地插头的 3 芯电源线；1.8 米

（6 英尺）
附件输入/输出 一 (1) 个 25 针 D 型连接器，用于报警和附件
报警输入 9 (16) 路单独可选常开或常闭报警
输入
继电器输出 三 (3) 路继电器输出

（可选常开或常闭），
一 (1) 个用于操作/报警（录像机 1），
一 (1) 个用于操作/报警（录像机 2）和
一 (1) 个用于视频丢失（这些继电器触点在 40
VAC/VDC 的电压下可处理高达 1 A 的电流）

SDA 15 针 D 型，用于 5 路双相输出
控制台 9 针 D 型，用于 RS-232 控制
VEXT 输入 两 (2) 路

机械

结构 钢质机箱，采用金属板盖和塑料挡板
颜色 碳黑色
尺寸
（宽 x 高 x 厚）

440 x 305 x 40 毫米（17.3 x 12 x 1.7 英寸）

重量 5 千克（11 磅）
机架安装套件
（随附）

用于在 EIA 48 厘米（19 英寸）机架中安装一台
装置

环境

操作温度 10°C 至 55°C（50°F 至 131°F）
存储温度 -20°C 至 60°C（-4°F 至 140°F）
湿度 0% 至 90% 相对湿度，无冷凝

定购信息
LTC 2682/90 视频管理系统
16 通道多路复用器，彩色和黑白，三
工，105-253 VAC，50/60 Hz

LTC 2682/90

硬件附件
KBD 通用键盘
IntuiKey 通用键盘可以与 LCD Allegiant、
Divar 和 System4 多路复用器的 LCD 显示
屏配合使用

KBD-UNIVERSAL

KBD 数字键盘
IntuiKey 数字键盘可以与 Divar 数字录像机
和 System4 多路复用器配合使用

KBD-DIGITAL

LTC 2604/50 键盘端口扩展器装置
System4，230 V，50 Hz

LTC 2604/50

LTC 2604/60 键盘端口扩展器装置
System4，120 V，60 Hz

LTC 2604/60

LTC 2609/00 System4 扩展套件
最多链接六 (6) 个 System4 多路复用器，
90 台装置

LTC 2609/00

LTC 2650/00 图形用户界面 (GUI)
用于编程和控制的图形用户界面

LTC 2650/00

LTC 2605/91 System4 视频管理器
与 Divar 和 System 4 多路复用器配合使
用，105–253 VAC，50/60 Hz

LTC 2605/91

S1386 录像机控制电缆
用于 Philips LTC 多路复用器和录像机

S1386

S1383 录像机控制电缆
录像机控制电缆，用于连接多路复用器
和录像机

S1383

LTC 8558/00 键盘电缆
可选，30.5 米（100 英尺）

LTC 855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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