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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C-255 系列精巧紧凑、坚固耐用，是采用 1/3 英寸

图像格式的数字彩色 CCD 摄像机。 卓越的灵敏度、

540 电视线清晰度和图像品质，使其几乎在任何场合都

能发挥最佳性能。

镜头向导可自动检测镜头，安装人员无需使用专门工具

或滤镜便可轻松调整镜头电平和焦距。

自动黑电平功能通过消除图像上的眩光来提高对比度。

在黑白操作模式下，星光技术 (NightSense) 可将灵敏

度提升 3 倍。

这款全自动摄像机随时可投入工作，并易安装。

 特色

u 高品质图像

u 突出的清晰度（540 电视线）

u 星光技术显著提升灵敏度

u 自动检测镜头

u 易于安装

  

  
  



技术规格

电气

型号 额定电压 范围

VBC‑255 ‑11 (C) 12 VDC

24 VAC 50 Hz

10.8-39 VDC

12-28 VAC，45‑65 Hz
VBC‑255 ‑51 (C) 230 VAC 50 Hz 85-265 VAC，45‑65 Hz
功耗 4 W，不含镜头

图像感应器 隔行转移 CCD，1/3 英寸图像格式

有效画面像素 752 水平 x 582 垂直

水平分辨率 540 电视线

信噪比 50 dB
增益 最大 21 dB
电子快门 自动，1/50 至 1/125000 秒
孔径失真校正 水平和垂直，对称

背光补偿 中心窗口加权

白平衡 自动感测 (2500 - 9000 K)
远程控制 Bilinx 同轴电缆通信

视频输出 1.0 Vpp，75 欧姆复合视频

线路锁定同步

（仅限交流电）

摄像机与供电线路零交叉同步，实现无滚动
的垂直间隔切换。 可以调整垂直相位延时（0
- 358 度），从而在采用多相位电源时实现垂
直同步。

自由运行同步

（关闭直流电源或
L/L 时）

内部晶体基准是所有机型的标准配置。

 

灵敏度

(3200 k)
 有效画面 (30

IRE)
有效画面
(50 IRE)

全视频

场景照度 1) （彩色模
式）

0.30 lux (0.03
fc)

0.65 lux
(0.07 fc)

2.6 lux (0.26
fc)

图像传感器照度（彩
色模式）

0.045 lux (0.005
fc)

0.10 lux
(0.010 fc)

0.40 lux
(0.040 fc)

场景照度 1) （夜晚模
式）

0.12 lux (0.012
fc)

0.26 lux
(0.026 fc)

1.04 lux
(0.104 fc)

图像传感器照度（夜
晚模式）

0.018 lux (0.002
fc)

0.040 lux
(0.004 fc)

0.16 lux
(0.016 fc)

机械

尺寸（高 x 宽 x 厚） 58 x 66 x 122 毫米（2.28 x 2.6 x 4.8 英寸）包括
连接器

重量 0.45 千克（0.99 磅）

连接器 视频输出：BNC

视频/DC 光圈连接器：4 针 EIA-J
摄像机安装 顶部和底部，1/4 英寸 20 UNC
镜头座 C 和 CS
环境

工作温度 -20°C 至 50°C（-4°F 至 122°F）
存储温度 -25°C 至 70°C（-13°F 至 158°F）
操作湿度 5% 至 93% 无冷凝

电源

电源连接器

（VBC‑255‑11、

VBC‑255‑11C）

推入式插口，不分极性，与视频输出端子隔
离

电源连接器

(VBC‑255‑51)

双芯电源线，带欧洲插头

电源连接器

(VBC‑255‑51C)

双芯电源线，带中国标准插头

注解

不包括镜头

证书与认可

地区 认证

欧洲 CE
标准

 FCC 第 15 部分，B 类
 EN55022：B 类
 EN50130-4
 EN60065
定购信息

VBC-255-11 紧凑型彩色摄像机，12
VDC/24 VAC

VBC-255-11

VBC-255-11C 紧凑型彩色摄像机，12
VDC/24 VAC，中国

VBC-255-11C

VBC-255-51 紧凑型彩色摄像机，230
VAC

VBC-255-51

VBC-255-51C 小巧的彩色摄像机，
230 VAC，中国

VBC-255-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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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

中国总部：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福泉北路

333 号 201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 +86 21 2218 1111
传真: +86 21 2218 2388
www.boschsecurit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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