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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V-OPAL S1 系列全景雲端無線攝影機 

 

 

  
GV‐OPAL S1 

 

 

 

GV‐OPAL S1 Plus 

功能特色 

 1/3”  非交錯式掃描 CMOS 

 雙串流功能支援 H.264  編碼 

 2560 x 1440  解析度  (最高可達 15 fps)，1920 x 1080 (最高可達 30 fps) 

 高清解析度 

 簡單易用 

 100%  完全無線 

 雲端服務 

 支援 YouTube  直播 

 位移偵測錄影 

 高準確度事件警報 

 180°  超廣角視域 

 支援由網路瀏覽器和 app  遠端瀏覽即時影像  (iOS/Android)   

 雙向語音 

 相容於 802.11 b/g/n  無線區域網路與 WEP/WPA/WPA2  加密協議 

 被動式紅外線光源  (PIR)  可偵測位移 

 LED  燈號顯示電量、充電狀況、WiFi  無線網路及配對狀況 

 內建 micros SD  卡插槽  (SD/SDHC/SDXC/UHS‐I)  供本機存儲 

 多種供電方式 

 

 
簡介 
 

GV‐OPAL S1 是一支專為居家安防用途設計的全景雲端無線攝影機。本機安裝簡易，不需多餘的線材，僅需配合 802 b/g/n WiFi 

路由器及操作開關按鈕即可無痛安裝。本機背面附有磁吸式球型固定具，無論拆裝易位都很簡易。 

 

GV‐OPAL S1 攝影機鏡頭廣達 180°，可將開闊的視野收攝於方寸大小的影像上。縱使在一片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機上配置

的 PIR感應器也可藉由溫度變化偵測監控目標動作。一旦測知動作，攝影機便能立即將監視影像寫入 micro SD 卡，並存於 

奇偶科技的雲端空間中。 

 

奇偶科技提供以下各種方式，以便您透過電腦、行動裝置及  Smart TV  遠端存取 GV‐OPAL S1。您甚至可同時瀏覽  /  調閱多台

GV‐OPAL S1 攝影機的即時影像及監視錄影。 

 

 myGVcloud Portal:  利用電腦的網頁瀏覽器即可登入 www.mygvcloud.com 

 GV‐CloudEye:  可在 Android 及 iOS 行動裝置上安裝 GV‐CloudEye   

 myGVcloud CamAppTV (Android TV):  可在您的 Android TV 上安裝 myGVcloud CamAppTV (Android TV) 

 myGVcloud CamApp (Apple TV):  可在您的 Apple TV 上安裝 myGVcloud CamAppTV (Apple TV) 

 myGVcloud CamApp (Windows 10):  可在您的 Windows 10 個人電腦上安裝 myGVcloud CamApp (Windows 10) 

http://www.mygvcloud.com/�


GV-OPAL S1 & S1 Plus     June 6, 2018 
- 2 - 

 

路由器

GV-OPAL S1 攝影機
PC / Win10, Smart TV (tvOS, Android), 

Mobile Devices (iOS, Android)

WiFi
無線網路

myGVcloud 
中繼

 

GV‐OPAL S1 系列透過附贈的 USB AC變壓器供電，毋需額外安裝電池。GV‐OPAL S1 Plus則可透過附贈的 USB AC 變壓器或供電

基座供電。 

 

構造一覽 

機構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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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基座構造 

 

 

規格 
 
攝影機    GV‐OPAL S1  GV‐OPAL S1 Plus 

感應器  1/3"  非交錯式掃描 CMOS 

最高像素  2560 (H) x 1440 (V) 

彩色  0.03 Lux 

黑白  0.02 Lux   最低照度 

啟動紅外線  0 Lux 

快門速度  自動 

白平衡  自動 

增益控制  自動 

訊號雜訊比  54 dB 

寬動態範圍  (WDR)  N/A 

動態範圍  72 dB 

鏡頭 

百萬像素  是 

日/夜模式切換      是  (移動式紅外線濾片) 

鏡頭類型  固定 

焦距  1.54 mm 

最大光圈  F/1.4 

鏡頭接環  M12 

視角  180° 

影像格式  1/2.7" 

焦距  固定 

縮放  固定 操作 

光圈  固定 

紅外線 LED 數量  2 顆紅外線 LED 

紅外線距離  7 m (22.96 ft) 

操作 

影像編碼器  H.264 

影像串流 
主要串流  H.264 
第二串流  H.264 

幀數 
2560 x 1440 (最高可達 15 fps) 
1920 x 1080 (最高可達 30 fps) 

影像設定  myGVcloud Portal  裝置方向     

語音裝置  內建麥克風與喇叭 

聲音編碼器  A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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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音支援  雙向語音 

解析度 

主要串流  16:9  2560 x 1440, 1920 x 1080 

第二串流  16:9  640 x 360 

網路 

無線網路  IEEE 802.11 b/g/n 

天線類型  N/A 

網路協定  Http, Https, TCP, UDP, DHCP, NTP, UPnP 

安全性  WEP, WPAPSK (TKIP), WPAPSK (AES), WPA2PSK (TKIP), WPA2PSK (AES) 

最低上傳速度  每秒 2 Mb 

硬體 

電源  Micro USB 5V  Micro USB 5V  或由供電基座供電 

本地端儲存裝置 
Micro SD 卡插槽  (SD.SDHC/SDXC/UHS‐I, Class 10) 
*不支援 UHS‐II 規格。 

電源鍵 
長按:  開  /  關機 
連按兩下:  加入新的 WiFi 連線 

連接頭 

恢復預設按鈕  是  N/A 

電源  Micro USB 5V   

感應器  光源感應器 

被動式紅外線 
感應器 

內建被動式紅外線光源  x 2 
最遠偵測距離: 5 m (16.4 ft) 

供電基座 

LED 燈號 

N/A 

充電狀況  (紅燈  /  綠燈) 

LED  燈號  2  種 LED 燈號:  電源  (綠燈、橘燈)、  WiFi (藍燈) 

一般     

環境溫度  ‐10°C ~ 40°C (‐50°F ~ 122°F)  0°C ~ 40°C (32°F ~ 122°F) 

濕度  10% ~ 90% (無冷凝) 

電源供應  5V DC  5V DC  或由供電基座供電 

最大耗電量  5 W  5.5 W 

安規  CE, FCC,LVD, RoHS 

尺寸  (長  x  寬  x  高)  80 x 65 x 48 mm (3.15” x 2.56” x 1.89”)  80 x 113 x 48 mm (3.15” x 4.45” x 1.89”) 

重量  185 g (0.41 lb)  355 g (0.78 lb) 

電池  N/A  5800 mAH 

防護等級  IP54 

保固  1 年  1 年  (供電基座:  半年) 

應用     

必備程式  GV‐CloudEye (3.0版或以上) 

透過網路瀏覽器登入 myGVcloud Portal
可用的功能 

即時影像、影片重播、更改解析度、螢幕快照、位移偵測、PIP (畫中畫)  、  PAP 
(子母畫面)、雲端服務、YouTube  直播 

即時監看  myGVcloud Portal、GV‐CloudEye 

容量管理  透過 myGVcloud Portal 管理雲端服務 

韌體更新  透過  myGVcloud Portal  或  Mobile APP 更新 

手機支援  iOS 或 Android 版 GV‐CloudEye 

智慧型電視  /  電腦支援 
myGVcloud CamApp TV (Android TV)、myGVcloud CamApp (Apple TV)及 myGVcloud 
CamApp (Windows 10) 

語言  英文  /  繁體中文  /  日文 

 

註： 

1. 規格如有異動，恕不另行通知。 

2. 請勿使用衣物或任何常見布料清理攝影機表面，以免刮傷。 

3. 使用記憶卡錄影時，須注意下列事項: 

 若使用者在攝影機遭受重擊、斷電、記憶卡遭無預警拔出、或記憶卡使用壽命將盡等情況下讀取記憶卡，則攝影機記憶卡上儲存的資料 

可能會損毀或遺失。因此類情況造成的損失恕不提供任何保障。 

 若長期不用記憶卡，則記憶卡上儲存的資料可能會遺失。少用記憶卡時，請定期備份記憶卡中的資料。 

 記憶卡為損耗品，其壽命取決於設備環境與操作方式。使用時請定期備份資料，並建議每年更換一張新的記憶卡。 

 讀寫速度一旦低於每秒 6 MB，或攝影機偵測不到記憶卡的情況一旦頻繁發生時，請更換記憶卡。 

 配有 MLC NAND快閃記憶體的 Micro SD 卡，建議使用 Class 10 記憶卡以達最佳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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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裝清單  

1. GV‐OPAL S1  全景雲端無線攝影機 

2. 8 GB Micro SD  卡  (MLC, SDHC, Class 10) 

3. Micro USB 轉接  USB  轉接線 

4. 5V/2A USB  變壓器 

5. 磁吸式球形固定具 

6. 螺絲與膨脹螺絲 

7. 安裝步驟簡圖 

8. 商品保固卡 

9. 安裝用雙面膠貼紙 

10. 供電基座  (GV‐OPAL S1 Plus專用) 

 

配件一覽 

名稱  說明 

OPAL S1 Plus 

機身保護膜 

 

尺寸：  80.88 x 107.32 x 56.78 mm (3.18” x 4.22” x 2.24”) 

 

OPAL S1 Plus  機身保護膜可將防水等級提昇至 IP66，可用於戶外架設。 

OPAL S1  供電基座 

 

尺寸：  79 x 52 x 67 mm (3.11” x 2.05” x 2.64“) 

重量：  185 g (0.41 lb) 

OPAL S1  立架 

 

尺寸：     58 x 117 mm ( 2.28” x 4.61”) 

重量：    95 g (0.21 lb) 

註:  本機身保護膜僅限 GV‐OPAL S1 Plus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