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慧录播一体机 

产品特色 
多讯源同步采集，多接口兼容 

KZ-NP8000智慧录播一体机相容HDMI、VGA、RJ45及音讯等输入

接口，可同步采集教室内使用的各式讯源，包括：全高清网路

摄影机、讲师笔记型电脑的教学档案、实物展台、数位显微

镜、高 画 质 DVD 播 放 机、无 线 麦 克 风…等 教 学 装 置。 

可支持DVI及色差端子输入，请使用DVI转HDMI转接头、色差端

子转VGA转接头即可使用。  

多重信号整合录像 

一键录影，简单好用 

老师或助教在教室现场，只需通过一把遥控器，即可进行课件

录制、现场画面与录制画面版型切换，以及课件回放与汇出等

全功能操控。简单易上手的特点，大幅提升老师在教室现场操

作的频率。  

独创的前后景讯源分离技术 

透过控智独创的前后景讯源分离技术（Signal Separation 

Technology），KZ-NP8000 智慧录播一体机允许讲师在教

学现场（前景）选择单画面或双萤幕，而录影工作（背

景）可选择多重分割画面同时进行，完全不影响现场教

学。丰富的分割录影画面，让远端使用者更能掌握完整的

授课内容。  

教学现场画面 录影画面 



实现多讯源即时直播 

除了支持多讯源课件录制、储存，KZ-NP8000智慧录播一体

机亦可将教学、活动现场的影像、主讲者的声音及所有数

位资讯透过互联网进行直播，让学习者可同步收看完整

的现场资讯，不受地点的限制。  

图像化操作与管理画面 

图形化、直觉式的操作画面，使用者不需学习可立即上手，通

过摇控器轻松控制画面分割、启动录影、播放数位教材…等各

式教学功能。管理者并可由后台登入，利用网页接口做最完善

的设定与系统管理，包括网路环境、讯源指定、录影参数、课

件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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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規格

型號 KZ-NP8000 智能錄播一體機

輸入介面 

視頻輸入
HDMI/VGA/RJ-45: 最多支援4路同時錄影

支援全高清網絡攝像機 x4

視頻最大輸入數量 HDMI / VGA x2:：2路全高清摄像机 

HDMI: 480i~1080p60 

VGA Video: 480i~1080p60 VGA 

PC: 640*480~1920*1080 

音訊輸入 Line in, Mic, 無線 Mic

音訊最大輸入數量 3.5mm立體聲 x2 / 無線 Mic x1

視頻處理 

視頻編碼類型 H.264 / AVC 

視頻編碼幀率 Max. 30fps 

視頻編碼碼流 64Kbps~24Mbps 

視頻編碼解析度 Max. 1080p 

音訊處理 

音訊編碼類型 AAC-LC 

音訊編碼碼流 32Kbps~512Kbps 

本機存放區 

外接式存放裝置 USB / eSATA, Ext4 

儲存檔案匯出格式 AVI/ MP4 

遠端儲存 

MyCloud媒體中心 Yes 

流媒體傳輸 / 主機輸出

網路流媒體延時 1 秒

影像流媒體格式
Input : RTMP, RTSP, RTP, HTTP, UDP 

Output : RTP, RTMP, UDP 

主機輸出模式(Max.) HDMI / VGA : 1080p60/1920x1080

本地播放

自訂教學分屏格式 9組, 9組可自訂

顯示格式 單畫面 / 畫中畫 / 多畫面分割顯示

錄影功能 

講師自動跟蹤 Yes, 搭配KZ-HD1080T自動跟蹤攝影機

錄影格式 多流單畫面 

自定錄影分屏格式 9組, 9組可自訂

目錄索引 可自動 / 手動插入知識點

錄影自動加入標記
Yes, 透過web管理後臺可設定課件錄影時，

自動加入自訂的logo標記。

即時直播 

校園站對站直播 Yes, 搭配串流服務器可實現即時直播

外部網站發佈直播 Yes, 透過網路直播 

回放 

本地檔案重播 Yes 

網路隨選即看 Yes, 搭配MyCloud媒體中心

校園頻道 Yes, 搭配MyCloud媒體中心

目錄索引點播 Yes,  依知識點選播

課件編輯 

事後編輯課件資訊 Yes, 透過web管理後臺可編輯課件資訊

事後編輯知識點 Yes, 透過web管理後臺可刪除 / 編輯知識點

課件匯出自動加

入 片頭片尾

Yes, 透過web管理後臺可設定課件出時，

自動加入自訂義的Video片頭 / 片尾

控制設備 

遙控器 Yes, 隨機配件

手動導播 內建數位導播台，透過網頁操控

外部控制 Yes, 支援RS-232介面

一般 

電源 12V/ 2A 

溫度／濕度  0~50 °C / 90% 

尺寸 354mm(L) x 188.2mm(W) x 46mm(H) 

管理方式 Web UI / MyCloud 媒體中心(另購)

語言 簡體中文 / 繁體中文 / 英文

配件
搖控器 / 電源線 / 無線麥克風天線 / 快速安裝

手冊 / 產品光碟

推薦選購產品 

KZ-HD1080T/KZ-HD1080S老師/學生自動跟蹤攝影機 

MyCloud媒體中心

視頻輸入模式

視頻輸出模式

一組VGA顯示推流及本地錄製之九組畫面
場景及畫面預覽 ；一組HDMI可監看本地
輸入訊號及在線聽課畫面共計四組訊號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