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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BC‑265 日/夜两用型摄像机采用 10 比特数字信号处

理技术，是一款专业的日夜监控摄像机。

摄像机参数可以分别设置，并且镜头向导可确保在任何

时候都能进行精确的后焦距调节。 与普通彩色摄像机相

比，该款摄像机拥有更强的夜视能力。 红外滤镜可以自

动切换到黑白模式。 镜头红外探测器可以提高黑白模式

的稳定性。 自动黑电平功能通过对低对比度的场合（眩

光、雾气、烟雾等）进行补偿来提高对比度。

 特色

u 高品质图像

u 突出的清晰度（540 电视线）

u 良好的夜间红外灵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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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11 (C) 12 VDC

24 VAC 50 Hz

10.8-39 VDC

12-28 VAC，45‑65 Hz
VBC‑265 ‑51 (C) 230 VAC 50 Hz 85-265 VAC，45‑65

Hz
额定电压

（VBC‑265‑11、

VBC‑265‑11C）

12 VDC

24 VAC，50 Hz

额定电压

（VBC‑265‑51、

VBC‑265‑51C）

230 VAC，50Hz

功耗 4 瓦
CCD 类型 1/3 英寸隔行转移

有效画面像素 752 x 582
水平分辨率 540 电视线

日/夜 彩色、黑白、自动

动态范围 60 db（10 比特图像处理）

信噪比 > 50 dB
逆光补偿 开（中心窗口加权），关

增益 最大 20dB
白平衡 可以选择自动跟踪白平衡 (2500 - 10000 K)、

自动白平衡保持或手控白平衡

快门 自动（1/50 至 1/150000），固定，无频闪

自动黑电平 自动，连续，关闭

同步 可以选择内部锁定或线路锁定

镜头安装 CS 型（镜头最大伸出长度 5 毫米 [0.2 英
寸]），C 型底座，可与适配器环配合使用

镜头类型 手动、DC 和视频光圈自动检测，带超控

DC 光圈驱动：最大 50 mA 连续电流

视频光圈：11.5 ± 0.5 VDC，最大 50 mA 连续电
流

远程控制 Bilinx 同轴电缆通信

摄像机 ID 16 个字符的可编辑栏位，位置可选

报警输入 (TTL) +5 V 额定，+40 Vdc 最大

报警输出 黑白

报警输出继电器 最大 30 VAC 或 +40 VDC，最大 0.5 A 连续电
流，10 VA

视频输出 1 Vpp，75 欧姆

 

灵敏度

（3200 K，场景反射率 89%，F1.2）
 全视频

(100
IRE)

有效画面 (50
IRE)

有效画面 (30
IRE)

彩色 2.6 lx

(0.26 fc)

0.65 lx

(0.065 fc)

0.30 lx

(0.03 fc)
黑白 1.04 lx

(0.104
fc)

0.26 lx

(0.026 fc)

0.012 lx

(0.0012 fc)

 

机械

尺寸（高 x 宽 x 长） 58 x 66 x 122 毫米 （2.28 x 2.6 x 4.8 英寸），
不包括镜头

重量 450 克（0.99 磅），不包括镜头

颜色 RAL 7035 浅灰色

三脚架固定 底部（隔离）和顶部 1/4 英寸 20 UNC
环境

工作温度 -20°C 至 +50°C（-4°F 至 122°F）
存储温度 -40°C 至 +70°C（-40°F 至 +158°F）
操作湿度 20% 至 93% 相对湿度

存储湿度 最高 98% 相对湿度

电源

电源连接器

（VBC‑265‑11、

VBC‑265‑11C）

推入式插口，不分极性，与视频输出端子隔
离

电源连接器

(VBC‑265‑51)

双芯电源线，带欧洲插头

电源连接器

(VBC‑265‑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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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警系统，第 4 部分

 EN60065
 IEC60068-2-27：振动 - 带 500 克（1.1 磅）镜

头的摄像机

定购信息

VBC-265-11 日夜两用型摄像机，12
VDC/24 VAC

VBC-265-11

VBC-265-51 日夜两用型摄像机，230
VAC

VBC-265-51

VBC-265-11C 日夜两用型摄像机，12
VDC/24 VAC，中国

VBC-265-11C

VBC-265-51C 日夜两用型摄像机，
230 VAC，中国

VBC-265-5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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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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