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平台公司，商汤科技SenseTime
是中国科技部指定的“智能视觉”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
放创新平台。同时，商汤科技也是全球知名AI创新企业，
总融资额及估值在业内均大幅领先。

商汤科技以“坚持原创，让AI引领人类进步”为愿景。公
司自主研发并建立了全球顶级的深度学习平台和超算中
心，推出了一系列领先的人工智能技术，包括：人脸识
别、图像识别、文本识别、医疗影像识别、视频分析、
无人驾驶和遥感等。商汤科技已成为中国头部AI算法提供
商。

商汤科技在多个垂直领域的市场占有率位居首位，业务
涵盖智能手机、互联网娱乐、汽车、智慧城市、以及教
育、医疗、零售、广告、金融、地产等多个行业。目前，
商汤科技已与国内外700多家世界知名的企业和机构建立
合作，包括本田、SNOW、阿里巴巴、苏宁、中国移动、
OPPO、vivo、小米、微博、万科、融创等。

商汤科技现已在香港、上海、北京、深圳、成都、杭州、
京都、东京、新加坡设立办公室。更多信息，请访问商汤
科技网站、微信、微博和领英。



SenseDLC 智能摄像机搭载商汤科技最新研制的
深度学习智能人像识别算法，实现对人脸及人体的检
测、跟踪、关联、属性识别等功能，抓拍率高、重复
抓拍率低、误检率低，支持人脸属性，表情，人体属
性分析，部分机型还支持前端活体检测功能。

SenseDLC 智能摄像机由标准枪机、一体筒机、护罩一体机、半球机、高速球机、海
螺等形态各异的产品系列组成，丰富的家族式产品可充分满足多场景、多行业的应用
需求，广泛适用于室内外各种应用场景。

护罩一体机

一体筒机

半球机标准枪机

快球机



属性识别

支持多种具有安全价值和商业价值的属性信息提取
•	 6	种人脸属性识别
•	 5	种表情识别
•	 23	种人体属性识别

人脸识别

•	 支持前端万人库识别，部分机型支持十万人库识别
•	 支持人脸批量入库
•	 支持前端识别
•	 支持识别结果联动报警输出
•	 支持抓拍及报警结果与其它系统对接

活体检测

•	 SenseDLC人像-D系列支持单目活体检测
•	 支持应用场景小像素人脸、多目标活体检测
•	 可有效防范各种打印图片、屏幕翻拍、人脸面具、
人脸模型等攻击方式

视频功能
•	 200W/400W/800W分辨率
•	 1/1.8英寸CMOS（部分机型为1/2.8英寸）
•	 最高120	dB宽动态范围
•	 星光级低照度
•	 三码流/双码流
•	 3D降噪

人像抓拍

•	 人脸抓拍摄像机支持60*60像素以上人脸抓拍
•	 人像抓拍摄像机支持人脸+人体关联抓拍，最小可检出40*40
像素人脸及40*80像素人体
•	 优秀的AI算法，重复抓拍率低于10%
•	 多种抓拍模式可选
•	 人脸曝光增强/人脸区域增强



•	 支持100/1000M以太网口；支持DC12V/AC24V/POE供电方
式，方便工程安装；
•	 支持ONVIF、GB/T28181	等多种标准协议的视频接入集成；
•	 支持私有协议、FTP、HTTP、HTTPS、GA/T1400等多种人像
功能的对接方式，便于系统集成。

易集成

形态多	

	拥有	SenseDLC-AA，SenseDLC-11，SenseDLC人像-D，
SenseDLC人像-T	四个系列的产品家族，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不
同特性、功能和形态的产品，满足客户多样化的场景需求。

功能全

在人脸抓拍功能的基础上，可选人脸和人体关联抓拍、前端人
脸识别功能，并支持多种人脸、人体属性的识别；同时，还支
持多种抓拍模式、人脸区域增强、人脸曝光增强等功能，为用
户提供多种人像数据，并可灵活组合集成多种人像应用。

适用于金融、电信、超市、酒店、政府、学校、机场、工厂、
公安、司法、平安城市等要求超高清画质且光线复杂的场所。

内嵌深度学习算法，利用海量数据训练而实现优秀的抓拍性能
（重复抓拍率低，综合抓拍率高，误抓拍率低）。

算法优	

应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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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DLC-D 人像系列 | 高端市场

形态 枪型 筒型 半球型

外观

分辨率

200W ST-DLCP-2G0XFFL-D ST-DLCP-2G22BFL-LED-D ST-DLCP-2G22DFL-IR-D

400W 抓拍：ST-DLCP-4L0XFFL-D/ST-DLCP-4L0XFFD-D
识别：ST-DLCP-4L0XFAS-D

抓拍：ST-DLCP-4L22BFL-LED-D
识别：ST-DLCP-4L22BAS-LED-D

抓拍：ST-DLCP-4L22DFL-IR-D
识别：ST-DLCP-4L22DAS-LED-D

800W ST-DLCP-8M0XFFD-D － －

焦距 － 8-32mm 8-32mm

传感器 1/1.8 1/1.8 1/1.8

协议 ONVIF、P2P、GB/T28181、GB/T1400

防护等级 － IP67 IP67

抓拍 识别

SenseDLC-T 人像系列 | 中低端市场

形态 枪型 筒型 半球型 护罩一体型

外观

200W 像素

焦距 1 3.3-10.5mm/	7-22mm/	5-60mm 7-22mm 7-22mm

—

型号 ST-DLCE-2F0XFFD-T ST-DLCE-2F24BFD-LED-T ST-DLCE-2F24DFD-IR-T

传感器 1/2.8 1/2.8 1/2.8

协议 ONVIF、P2P、GB/T28181、GB/T1400 ONVIF、P2P、GB/T28181 ONVIF、P2P、GB/T28181

防护等级 － IP67 IP66

400W 像素

焦距 3.6-17mm/	7-34mm/	12-50mm 8-32mm

—

12.5-50mm

型号 ST-DLCP-4S0XFFD-T ST-DLCP-4S22BFD-LED-T ST-DLCP-4S26HFD-LED-T

传感器 1/1.8 1/1.8 1/1.8

协议 ONVIF、P2P、GB/T28181 ONVIF、P2P、GB/T28181、GB/T1400 ONVIF、P2P、GB/T28181

防护等级 － IP67 IP65

800W 像素

焦距

－ － —

12.5-50mm

型号 ST-DLCP-8R26HFD-LED-T

传感器 1/1.8

协议 ONVIF、GB/T28181、GB/T1400

防护等级 IP65

Xue Junyue




1.	枪型摄像机的镜头需要另外配置，焦距参数仅为推荐参考。	
2.	关于本手册中提及的相关产品功能和参数指标等，请以实际发布产品为准。

SenseDLC-AA 系列 - 中高端市场

形态 枪型 筒型 半球型

外观

焦距 1 3.5-16mm/10.5-42mm/15-75mm 8-32mm 8-32mm

型号
抓拍：VA-ESCC-AA0121
识别：VA-ESCC-AA0129

抓拍：VA-ESCC-AA0121B-832P
识别：VA-ESCC-AA0129B-832P

抓拍：VA-ESCC-AA0121D-832P
识别：VA-ESCC-AA0129D-832P

分辨率 200W像素 200W像素 200W像素

传感器 1/1.8 1/1.8 1/1.8

照度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协议 ONVIF、GB/T28181、CGI ONVIF、GB/T28181、CGI ONVIF、GB/T28181、CGI

防护等级 － IP67 IP67

SenseDLC-11 系列 - 经济型民用市场

形态 筒型 半球型 快球型

外观

焦距

16mm

抓拍：
VA-ESCC-110121B-16
VA-ESCC-110121B-16P
VA-ESCC-110121B-16W
VA-ESCC-110121B-16L

识别：
VA-ESCC-110129B-16P

抓拍：
VA-ESCC-110121D-16（海螺型）

－

9-22mm

抓拍：
VA-ESCC-110121B-922
VA-ESCC-110121B-922P
VA-ESCC-110121B-922W
VA-ESCC-110121B-922L

识别：
VA-ESCC-110129B-922P

抓拍：
VA-ESCC-110121D-922P

识别：
VA-ESCC-110129D-922P

－

25mm

抓拍：
VA-ESCC-110121B-25
VA-ESCC-110121B-25P
VA-ESCC-110121B-25W
VA-ESCC-110121B-25L

识别：
VA-ESCC-110129B-25P

抓拍：
VA-ESCC-110121D-25（海螺型）

－

30 倍 － － 抓拍：VA-ESCC-110129F-30
识别：VA-ESCC-110129F-30

分辨率 200W像素 200W像素 200W像素

传感器 1/1.8 1/1.8 1/1.8

照度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0.001lux	（彩色）/0.0001lux（黑白）

协议 ONVIF、GB/T28181 ONVIF、GB/T28181 ONVIF、GB/T28181

防护等级 IP66 IP66 IP66

Wi-Fi/4GPOE/ 无 POE 海螺型普通半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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