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选附件

直接吊顶安装支架

WV-Q105A

摄像机与辅助控制摄像机AW-HEA10W/KMC相兼容(室内使用)

[白色机型]
AW-HE130W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黑色机型]
AW-HE130K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WMC
[SDI白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HWMC
[HDMI白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KMC
[SDI黑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0SMC*
[SDI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HKMC
[HDMI黑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HDMI机型]
AW-HE60H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技术参数

• 微软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意注册商标Microsoft®、Windows®、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和Internet Explorer®。

• 苹果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Apple、Mac、 OS X、iPhone、iPod Touch、iPad和Safari。

后视图

*某些情况下与AW-HE60S/HMC一起使用时,需要升级AW-HE60S/HMC软件。详情请参见松下官方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en/)上的"Support & Download" 部分。

摄像机部分
标准照度 1,400 lx

最低照度 约 20 lx (自动模式1/60)

输入/输出
接口

HDMI
HDMI 接口
• 不支持HDCP.
• 不支持Viera Link.

网络 10BASE-T/100BASE-TX,
RJ-45接口，自动识别直通电缆/交叉电缆

USB Mini-B接口：用于维护

SD存储卡 microSD卡槽：用于维护

“云台控制”兼容设备和操作系统 支持设备：ipad
支持操作系统：iOS 8.1

标准配件

固定支架A(用于本机安装):1，固定支架B(保证本机

安全，适用于AW-HE130):2，固定支架C(适用于AW-
HE65系列):1，防跌落线:1，防跌落线固定螺钉M4 x 
8mm:1，支架固定螺钉A M4 x 10mm:8，支架固定螺

钉B M3 x 6mm:4，AC适配器:1，电源线:1

常规

电源 5.0 V DC/0.86 A (使用AC适配器时)
44 - 57 V DC/0.14 A (PoE 供电)

操作温度 0°C 至40°C

操作湿度 10% 至 80% (无结露)

重量 约0.9kg(不包括固定支架）

尺寸(W x H x D) 183 mm x 65 mm x 225 mm

摄像机部分

感光元器件

1/2.33英寸MOS感光元器件
(感光元器件有效尺寸：1/4.37英寸)
总像素:约1530万
有效像素
视频：约391万（16:9）

镜头
F2.0 (f = 2.15 mm)
等效于35 mm; 约18.0 mm (16:9)
视场角: 95° (水平), 56° (垂直) [当变焦为1x]

快门速度 1/60 至 1/12000

白平衡 ATW，晴天，阴天 ,室内 1，室内 2，AWB A，
AWB B

〔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3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济南技术服务中心

济南市二环东路3218号发展大厦B座6层D室

邮政编码：250012
电话：(0531)8190-8189
传真：(0531)8190-8189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广告主: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广告经营者:北京鼎嘉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  印刷日: 2015年06月 有效期: 1年15AYP0601

通过点击实现便捷操作
通过 iPad操控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模拟图片

AW-HEA10KMC AW-HEA10WMC

室内使用

敬请关注松下专业影像官方微博、微信,获取更多资讯

辅助控制摄像机

AW-                        MC

AW-                       MC



*1 ：仅适用于AW-HE130W/KMC、 AW-HE65 系列和 AW-HE60S/HMC 。某些情况下，使用AW-HE60S/HMC时需要进行必要的软件升级。详情请参见松下官方网站(http://pro-av.panasonic.
net/en/).上“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2 ：需配备一台iPad（另行销售）。iPad需安装“PTZ Cntrl”应用程序（从苹果商店可以免费下载）。详情参见网站(http://pro-av.panasonic.
net/en/sales_o/camera/aw-hea10/ )。    *3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和辅助控制摄像机组合使用时。   *4 ：仅能控制AW-HE130W/KMC、 AW-HE65 系列和 AW-HE60S/HMC支持功能。

通过iPad*2的无线控制功能，该辅助控制摄像机可配合一体化高清摄像机*1实现灵活直观的操作。

通过触摸全景画面就能够实现摄像机云台的基本控制。一台ipad最多允许注册100台*3摄像机，操

作期间摄像机可以任意切换。

通过iPad实现对摄像机的便捷控制

1/4.37型MOS传感器，391万像素（有效像素），一个95º水
平超广角定焦镜头能够提供高清广角全景拍摄。

超广角全高清实时图像辅助操控

为iPad下载并安装免费应用程序“PTZ Cntrl”，该程序能够通过iPad无
线控制摄像机。触摸屏幕上辅助控制摄像机拍摄的全景画面和一体化高

清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即可操控摄像机。

通过iPad上免费"PTZ Cntrl"
应用程序实现简易操作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画面>
点击屏幕中心设置点,滑动屏幕位置

可以改变摄像机拍摄角度。通过两

个手指拉伸和闭拢可以实现焦距的

扩大或缩小。这种放大演示可以更

精准的调整角度。

标识受控摄像机

通过滑动条来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变焦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支持的功能设置

[功能设置]
-焦距(自动、手动)
-光圈(自动、手动)
-增益(0dB, 3dB, 6dB,9dB,12dB,15dB, 18dB, 自动)
-分辨率(低、中、高)
-帧频(低、中、高)
-校正(在一体化高清摄像机和辅助控制摄像机 
 上定位画面)
-摄像机重启(电源开/关)

<辅助控制摄像机画面>
显示全景画面，并支持通过点击拖

动该画面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捕

捉目标画面。甚至支持通过两个手

指触摸屏幕来决定视场，改变两个

手指之间的距离可控制视场的范围。

可以从App Store为iPad下载 
“PTZ Cntrl”*2应用程序

辅助控制摄像机和一体
化高清摄像机组合使用*1

CAT5e
线缆

无线路由器

iPad*2

[基本系统和操作]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俯仰/水平运动、变焦控制以及画质或帧频等摄像机设置调整都可以通过iPad操作完成。一台iPad最多允许注册100
台摄像机,在操作时这些摄像机可以任意切换。

摄像机控制功能*4

预设存储功能可以提前设定摄像机拍摄角度。点击并按住数字键可以注册存储最多九个

预置位。直接点击数字就可以进行预置位的调用。

预置位存储功能，确保操作顺畅

PoE+HUB

存储卡便携式刻录机
AG-HMR10MC

LCD 监视器

(21.5 英寸 ) 
BT-LH2170MC

LCD 监视器

(21.5 英寸 ) 
BT-LH2170MC

DVI

SDI
 (PGM)

嵌入式
转换器

辅助控制摄像机
AW-HEA10WMC

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小型切换台
AW-HS50MC

PoE+HUB

Cat5e 局域网

SDI
HDMI
DVI

iPad

SDI

SDI
HDMI

SDI

SDI

SDI

无线 AP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WMC

音频系统

HDMI-SDI

与辅助控制摄像机组合使用， 一体化高清
摄像机实现更多用途
对于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发言，即使没有预存预置位，也可以快速直观处

理一体化高清摄像机与超广角全景视频相组合。可以灵活拍摄不断变化

的会议场景。

在类似动物园的地方，通过拍摄动物整体活动

空间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不断移动的动物。特

别是在参观路线中很难观看到的地方，工作人

员通过手动操控摄像机，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

实时的解说。

在一些情况下（演讲等），即使没有提前确认发

言者，摄像机也能发挥其卓越的性能进行记录。

摄像机可以快速简单实现定位和控制变焦来捕

捉即兴发言者的发表。

通过一台iPad，甚至正在进行电话会议的与会

者也能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拍摄。凭借配

备的广角功能，只需点击一下iPad就可以快速

捕捉到当前发言者的画面。

游览介绍 座谈会/讲座拍摄 电视会议

[应用实例]

根据使用环境，摄像机可以桌面安装或吊装在天花板上。摄像机角

度手动调节范围为水平±30°及俯仰±45°。白色和黑色两款颜色可

供选择。可根据预期应用和操作环境选择安装形式和颜色。

灵活安装， 两款颜色可选

连接到支持PoE供电(IEEE 802.3af 标准)的网络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

电缆供电。免去了对电源和铺设电缆的需求，安装时使用更少的电缆，

降低安装成本。

POE供电*5接线更少， 降低安装成本

AW-HEA10KMC

AW-HEA10WMC

会议

HDMI输出允许将由辅助控制摄像机拍摄的视频输出到配备HDMI的设备

上。支持多种格式*6 (1080/59.94p, 1080/50p,1080/59.94i, 1080/50i, 
720/59.94p, 720/50p, 480/59.94p和576/50p信号)。

HDMI输出接口

* 5 ：以太网供电的缩写。 *6 ：输出到iPad 为640 x 360 或 320 x 180。



*1 ：仅适用于AW-HE130W/KMC、 AW-HE65 系列和 AW-HE60S/HMC 。某些情况下，使用AW-HE60S/HMC时需要进行必要的软件升级。详情请参见松下官方网站(http://pro-av.panasonic.
net/en/).上“Service and Support“部分。   *2 ：需配备一台iPad（另行销售）。iPad需安装“PTZ Cntrl”应用程序（从苹果商店可以免费下载）。详情参见网站(http://pro-av.panasonic.
net/en/sales_o/camera/aw-hea10/ )。    *3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和辅助控制摄像机组合使用时。   *4 ：仅能控制AW-HE130W/KMC、 AW-HE65 系列和 AW-HE60S/HMC支持功能。

通过iPad*2的无线控制功能，该辅助控制摄像机可配合一体化高清摄像机*1实现灵活直观的操作。

通过触摸全景画面就能够实现摄像机云台的基本控制。一台ipad最多允许注册100台*3摄像机，操

作期间摄像机可以任意切换。

通过iPad实现对摄像机的便捷控制

1/4.37型MOS传感器，391万像素（有效像素），一个95º水
平超广角定焦镜头能够提供高清广角全景拍摄。

超广角全高清实时图像辅助操控

为iPad下载并安装免费应用程序“PTZ Cntrl”，该程序能够通过iPad无
线控制摄像机。触摸屏幕上辅助控制摄像机拍摄的全景画面和一体化高

清摄像机拍摄的画面即可操控摄像机。

通过iPad上免费"PTZ Cntrl"
应用程序实现简易操作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画面>
点击屏幕中心设置点,滑动屏幕位置

可以改变摄像机拍摄角度。通过两

个手指拉伸和闭拢可以实现焦距的

扩大或缩小。这种放大演示可以更

精准的调整角度。

标识受控摄像机

通过滑动条来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变焦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支持的功能设置

[功能设置]
-焦距(自动、手动)
-光圈(自动、手动)
-增益(0dB, 3dB, 6dB,9dB,12dB,15dB, 18dB, 自动)
-分辨率(低、中、高)
-帧频(低、中、高)
-校正(在一体化高清摄像机和辅助控制摄像机 
 上定位画面)
-摄像机重启(电源开/关)

<辅助控制摄像机画面>
显示全景画面，并支持通过点击拖

动该画面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捕

捉目标画面。甚至支持通过两个手

指触摸屏幕来决定视场，改变两个

手指之间的距离可控制视场的范围。

可以从App Store为iPad下载 
“PTZ Cntrl”*2应用程序

辅助控制摄像机和一体
化高清摄像机组合使用*1

CAT5e
线缆

无线路由器

iPad*2

[基本系统和操作]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俯仰/水平运动、变焦控制以及画质或帧频等摄像机设置调整都可以通过iPad操作完成。一台iPad最多允许注册100
台摄像机,在操作时这些摄像机可以任意切换。

摄像机控制功能*4

预设存储功能可以提前设定摄像机拍摄角度。点击并按住数字键可以注册存储最多九个

预置位。直接点击数字就可以进行预置位的调用。

预置位存储功能，确保操作顺畅

PoE+HUB

存储卡便携式刻录机
AG-HMR10MC

LCD 监视器

(21.5 英寸 ) 
BT-LH2170MC

LCD 监视器

(21.5 英寸 ) 
BT-LH2170MC

DVI

SDI
 (PGM)

嵌入式
转换器

辅助控制摄像机
AW-HEA10WMC

摄像机控制器
AW-RP50MC

小型切换台
AW-HS50MC

PoE+HUB

Cat5e 局域网

SDI
HDMI
DVI

iPad

SDI

SDI
HDMI

SDI

SDI

SDI

无线 AP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WMC

音频系统

HDMI-SDI

与辅助控制摄像机组合使用， 一体化高清
摄像机实现更多用途
对于与会者意想不到的发言，即使没有预存预置位，也可以快速直观处

理一体化高清摄像机与超广角全景视频相组合。可以灵活拍摄不断变化

的会议场景。

在类似动物园的地方，通过拍摄动物整体活动

空间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不断移动的动物。特

别是在参观路线中很难观看到的地方，工作人

员通过手动操控摄像机，可以通过大屏幕进行

实时的解说。

在一些情况下（演讲等），即使没有提前确认发

言者，摄像机也能发挥其卓越的性能进行记录。

摄像机可以快速简单实现定位和控制变焦来捕

捉即兴发言者的发表。

通过一台iPad，甚至正在进行电话会议的与会

者也能控制一体化高清摄像机的拍摄。凭借配

备的广角功能，只需点击一下iPad就可以快速

捕捉到当前发言者的画面。

游览介绍 座谈会/讲座拍摄 电视会议

[应用实例]

根据使用环境，摄像机可以桌面安装或吊装在天花板上。摄像机角

度手动调节范围为水平±30°及俯仰±45°。白色和黑色两款颜色可

供选择。可根据预期应用和操作环境选择安装形式和颜色。

灵活安装， 两款颜色可选

连接到支持PoE供电(IEEE 802.3af 标准)的网络设备可以通过以太网

电缆供电。免去了对电源和铺设电缆的需求，安装时使用更少的电缆，

降低安装成本。

POE供电*5接线更少， 降低安装成本

AW-HEA10KMC

AW-HEA10WMC

会议

HDMI输出允许将由辅助控制摄像机拍摄的视频输出到配备HDMI的设备

上。支持多种格式*6 (1080/59.94p, 1080/50p,1080/59.94i, 1080/50i, 
720/59.94p, 720/50p, 480/59.94p和576/50p信号)。

HDMI输出接口

* 5 ：以太网供电的缩写。 *6 ：输出到iPad 为640 x 360 或 320 x 180。



可选附件

直接吊顶安装支架

WV-Q105A

摄像机与辅助控制摄像机AW-HEA10W/KMC相兼容(室内使用)

[白色机型]
AW-HE130W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黑色机型]
AW-HE130K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WMC
[SDI白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HWMC
[HDMI白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SKMC
[SDI黑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0SMC*
[SDI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AW-HE65HKMC
[HDMI黑色机型]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HDMI机型]
AW-HE60HMC*
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技术参数

• 微软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任意注册商标Microsoft®、Windows®、Windows® 7、Windows® 8、Windows® 8.1 和Internet Explorer®。

• 苹果公司在美国或其他国家的注册商标Apple、Mac、 OS X、iPhone、iPod Touch、iPad和Safari。

后视图

*某些情况下与AW-HE60S/HMC一起使用时,需要升级AW-HE60S/HMC软件。详情请参见松下官方网站(http://pro-av.panasonic.net/en/)上的"Support & Download" 部分。

摄像机部分
标准照度 1,400 lx

最低照度 约 20 lx (自动模式1/60)

输入/输出
接口

HDMI
HDMI 接口
• 不支持HDCP.
• 不支持Viera Link.

网络 10BASE-T/100BASE-TX,
RJ-45接口，自动识别直通电缆/交叉电缆

USB Mini-B接口：用于维护

SD存储卡 microSD卡槽：用于维护

“云台控制”兼容设备和操作系统 支持设备：ipad
支持操作系统：iOS 8.1

标准配件

固定支架A(用于本机安装):1，固定支架B(保证本机

安全，适用于AW-HE130):2，固定支架C(适用于AW-
HE65系列):1，防跌落线:1，防跌落线固定螺钉M4 x 
8mm:1，支架固定螺钉A M4 x 10mm:8，支架固定螺

钉B M3 x 6mm:4，AC适配器:1，电源线:1

常规

电源 5.0 V DC/0.86 A (使用AC适配器时)
44 - 57 V DC/0.14 A (PoE 供电)

操作温度 0°C 至40°C

操作湿度 10% 至 80% (无结露)

重量 约0.9kg(不包括固定支架）

尺寸(W x H x D) 183 mm x 65 mm x 225 mm

摄像机部分

感光元器件

1/2.33英寸MOS感光元器件
(感光元器件有效尺寸：1/4.37英寸)
总像素:约1530万
有效像素
视频：约391万（16:9）

镜头
F2.0 (f = 2.15 mm)
等效于35 mm; 约18.0 mm (16:9)
视场角: 95° (水平), 56° (垂直) [当变焦为1x]

快门速度 1/60 至 1/12000

白平衡 ATW，晴天，阴天 ,室内 1，室内 2，AWB A，
AWB B

〔营业、技术服务〕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6

〔技术服务、维修〕

北京技术服务中心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3层
邮政编码：100020
电话：(010)6562-6688
传真：(010)6562-6185

济南技术服务中心

济南市二环东路3218号发展大厦B座6层D室

邮政编码：250012
电话：(0531)8190-8189
传真：(0531)8190-8189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2130  (020)8667-2131
传真：(020)8669-5225

广州技术服务中心

广州市流花路中国大酒店商业大楼13楼
邮政编码：510015
电话：(020)8667-0381
传真：(020)8669-5225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上海技术服务中心

上海市陆家嘴环路1000号恒生银行大厦11楼
邮政编码：200120
电话：(021)3866-7799
传真：(021)3866-7011

广告主: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景华南街5号远洋光华国际C座5层  
广告经营者:北京鼎嘉东方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西路43号青云当代大厦  印刷日: 2015年06月 有效期: 1年15AYP0601

通过点击实现便捷操作
通过 iPad操控一体化高清摄像机

*模拟图片

AW-HEA10KMC AW-HEA10WMC

室内使用

敬请关注松下专业影像官方微博、微信,获取更多资讯

辅助控制摄像机

AW-                        MC

AW-                       M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