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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获得专利的无把手、无挂点设计

u 出色地嵌入角落

u 完全覆盖 4.5 x 4.5 米（15 x 15 英尺）的房间

u 确保安全

u 精巧紧凑、防破坏和防暴

EX36 是一款采用无把手、无挂点设计的墙角安装式防爆摄

像机。 EX36 无任何挂点，可以在有危险人物的环境中确保

安全。 创新的设计使之可以出色地嵌入房间的角落，并有效

防止破坏、拆除或遮盖摄像机的粗暴行为。 45º 角可以隐藏

所有电缆，并可完全覆盖尺寸为 4.5 x 4.5 米（15 x 15 英
尺）的整个房间，包括摄像机下方的区域。 提供可选话筒。

功能

应用
• 监狱

• 医院康复病房

• 精神护理病房

• 易受破坏区域

• 睡眠研究

认证标准

CSA C22.2 No 0-M1991 一般电气要求，第 II 部分

CSA C22.2 No 1-M94 音频、视频和类似设备

CSA C22.2 No 94-M91 特殊用途外壳

UL Std No 50 电气设备的外壳

UL Std No 2044 商业 CCTV 设备

FCC 第 15 部分，A 类  

区域 合规/质量标记

欧洲 CE corner-mount no-grip cameras (EX36)
v1.9

安装/配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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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指标

彩色摄像机

CCD C7 高清晰彩色

图像感应器 1/3 英寸隔行转移 SuperHAD

清晰度 500 电视线



有效像素 NTSC：768 x 494（水平 x 垂直）

 PAL：752 x 582（水平 x 垂直）

灵敏度 2.7 lux，F1.4

信噪比 大于 48 dB

所有型号

视频输出 1 Vpp，75 欧姆

电子快门 1/60 至 1/100,000 秒 (NTSC)

 1/50 至 1/100,000 秒 (PAL)

电压 12 至 24 VAC 或 VDC

功耗 120 mA，12 VDC，1.4 瓦（最大）

球型摄像机结构 钢质/涂色的嵌入式可拆卸前面板，带防

拆螺丝

视窗 1/4 英寸 LEXAN

尺寸 224 x 134 x 155 毫米

 8.8 x 5.3 x 6.1 英寸

重量 0.61 千克（1.3 磅）

工作温度范围 -50 °C 至 +50 °C（-58 °F 至 122 °F）

话筒频率响应 20 Hz 至 10 kHz

话筒灵敏度 68 dB +/-3 dB

话筒输出 3.2 Vpp / 750 欧姆；裸线

订购信息

附件

UPA-2430-60 电源装置，120VAC，60Hz，24VAC，30VA
输出

摄像机的电源。120 VAC，60 Hz；24 VAC，30 VA 输出
订单号 UPA-2430-60

UPA-2420-50 电源装置，220VAC 50Hz，24VAC 20VA 输出

摄像机电源装置。
订单号 UPA-2420-50

PSU-124-DC050 通用电源设备

通用室外电源设备，120 至 240 VAC，50/60 Hz 输入；

24 VDC，50 W 输出
订单号 PSU-124-DC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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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

中国:
博世（上海）安保系统有限公司

上海市长宁区虹桥临空经济园区

福泉北路 333 号 203 幢 8,9 楼

邮编：200335
电话：+86 21 2218 1111
传真：+86 21 2218 2099
http://cn.boschsecurity.com
服务热线：400-8310-669
服务邮箱：security@cn.bos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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