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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经济实惠且安全可靠的嵌入式设计

u 高效 MPEG-4 文件压缩

u 能以 CIF、2CIF 或 4CIF 清晰度查看和记录视频

u 博世和第三方球型摄像机云台控制

u 导出至 USB 或可选 DVD 刻录机

Divar MR 数字多功能录像机采用一体化的嵌入式结构，造

型精致，使用方便，是用户理想的 CCTV 管理解决方案。

它可以对多达 16 个通道进行高质量的数字录像，内部存储

容量高达 2 TB。 Divar MR 凭借可靠的视频质量和出色的高

级功能而闻名于世。 它以易用性和多功能性为设计理念，让

用户轻松无忧地进行录像和管理。

功能

Divar MR 能够对多达 16 个通道进行高质量的实时数字录

像。 用户只需通过一个方便易用的界面，便可查看和控制摄

像机、处理报警以及检查设备的状态。 此外，Divar MR 还
提供：

• 更高的清晰度，以便更好地辨认记录的视频

• 更长的录像时间

• 更多的功能

• 多种接口选择

• 强大的搜索功能

• 同步音频

• 远程配置和管理

• 极少的维护工作量

• 更低的总拥有成本

图像品质
Divar MR 拥有令人满意的图像品质。 与 JPEG 和 wavelet
技术相比，高效 MPEG-4 压缩技术显著降低了带宽和存储要

求。 用户可以存储更多的录像，获得更长的录像时间，同时

还能减少总体存储成本。 Divar 能够以 CIF 的清晰度，同时

对所有通道进行实时录像。 对于需要更高清晰度的应用场

合，可以使用 4CIF 的清晰度记录更多的场景细节。

多种控制方法
由于可以采用多种控制方法，Divar 成为拥有极佳操作灵活

性的出色系统。 Bosch IntuiKey 键盘让用户不费吹灰之力

即可轻松控制系统。 此外，借助 Divar MR 的前面板控制按

钮和 jog dial 旋钮、红外遥控器或标准鼠标，用户可以快速

访问系统。

除了这些控制选项外，用户还可以使用基于 PC 的直观

Divar MR Control Center 软件轻松管理监控系统中的多台

Divar MR。 Divar MR Control Center 软件提供完备的远

程管理功能，其中包括实况查看和控制、回放、配置以及远

程报警通知。 借助 Control Center 软件，所有操作和控制

均可集中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具有高度扩展性的视频管理

解决方案。

用户还可以使用 Web 浏览器查看实况图像，进一步提升了

便利性。 这使用户几乎可以从任何地方自由地访问

Divar MR 图像。

嵌入式设计
Divar MR 的嵌入式设计使它具有比传统系统更高的安全

性，同时也降低了维护要求。 录像拥有高度的安全性，而且

也消除了安装软件补丁和防病毒更新文件的麻烦。

Divar MR 的集成式结构使之易于安装和操作，让安装人员

和用户轻松惬意，乐在其中。

操作方便
Divar 结合了许多旨在增加操作便利性的优异功能：

• 允许在不同的子屏幕中同步查看实况图像和回放录像，轻松

比较当前和过去的事件

• 即时回放 / 录像功能，允许用户对事件立即做出响应 - 一个

专用按钮，只需轻轻一推，便可开始录像



• 自动保护重要的事件录像，防止覆盖

• 智能搜索功能可以自动检测所选视场中的任何变化，让用户

快速查找事件

• 当所选事件发生时，自动发送电子邮件通知

专用 Archive Player 软件随视频一起导出，让用户无需安装

附加软件便可在 PC 上回放视频。 Archive Player 还能进行

图像防伪检查，在法律争端中，可以用它检测和找出任何视

频篡改。

综合全面的接口
灵活的接口选项使之可以轻松连接多种外部设备。

• 多达 16 个视频输入和输出通道

• VGA 和双监视器 BNC 输出

• 音频输入（4 或 8）和音频输出

• 以太网 10/100BaseT 网络连接

• 多达 16 个报警输入和 8 个输出

• 双相代码连接允许使用一根电缆控制最远不超过 1.5 千
米/0.9 英里的博世 PTZ 摄像机

• 通过 RS422/RS485 接口实现第三方 PTZ 控制

• 前、后 USB 连接器-连接鼠标以控制用户界面或将视频存储

至 USB 移动存储器或类似设备

注：Divar MR 的屏显 (OSD) 菜单针对 VGA 监视器进行优

化。 它允许在复合 MONITOR A 输出上显示屏显菜单，但

屏显菜单的质量可能有所降低。 我们推荐使用装置的 VGA
MONITOR A 输出。

应用
Divar MR 提供 8 通道和 16 通道两种款式，可以配备多种

硬盘容量，并且可在必要时内置 DVD 刻录机。 Divar MR
系列提供的综合解决方案是众多应用场合的理想选择，例

如：
• 零售店

• 学校

• 公寓住宅楼

• 酒店

通过使用高度灵活的录像/存储功能来节省存储空间和成本，

从而定制视频内容和内存以符合专业需求。

认证标准

电磁兼容性

美国 FCC 第 15 部分，B 类

欧盟 EMC 标准 2004/108/EC

抗扰 EN50130-4

辐射 EN 55022，B 类

电源电流谐波 EN61000-3-2

电压波动 EN61000-3-3

安全  

美国 UL60950-1

欧盟 EN60950-1

加拿大 CSA C22.2 No. 60950-1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美国 FCC + UL

随附部件

数量 组件

1 Divar MR 数字录像机

2 电源线

1 使用手册

1 内含 Divar MR PC 软件和操作手册的 CD-ROM 光盘

1 鼠标

2 报警 I/O 和 Biphase 接线板

1 红外遥控器

2 遥控器 AAA 电池

1 机柜安装套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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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203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2218 1111
传真：+86 21 2218 2099
http://cn.boschsecurity.com
服务热线：400-8310-669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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